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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人民法院要干这几件“大事”

心 怀 人 民 、公 正
裁判，守牢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
线。新的一年，人民
法院将有哪些“大动
作”？全国高级法院
院长会议 10 日在京举
行，透露出一系列重
要信息。

严惩网络违法犯罪 持之以恒扫黑除恶
“杀猪盘”诈骗、网络赌博、盗取个人信息
……近年来，网络违法犯罪花样不断翻新，令
人防不胜防。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对此提
出，要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传销、网络
套路贷等新型网络犯罪，打击网络黑灰产业
链，
遏制网络违法犯罪多发高发势头。
扫黑除恶，群众拍手称快。全国高级法院
院长会议提出，要巩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成果，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持之以恒打击黑
恶势力及其“保护伞”，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
安乐。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依法惩治涉
枪涉爆、盗抢骗、黄赌毒、食药环和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等违法犯罪。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 2021 年 3 月 1 日
起施行，会议对此提出，要准确适用关于低龄
未成年人犯罪、妨害传染病防治、非法从事人
类基因编辑和克隆胚胎、规制金融市场乱象、
打击药品“黑作坊”、高空抛物、抢公交车方向
盘、
“ 冒名顶替上大学”、侵犯知识产权等新规
定，
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民事审判不和稀泥 刑事审判兼顾国法天
理人情
案件裁判，不仅在于化解矛盾纠纷，更关
乎社会风气、公序良俗。从“电梯劝烟猝死案”
到“村民私自上树摘果坠亡索赔案”，近年来不
少案件判决结果匡扶正义、为人称道。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对此强调，在民事
审判领域，人民法院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充分发挥司法裁判惩恶扬善功能，坚
决同“和稀泥”做法说不，让全社会充满正气正
义。

在刑事审判领域，会议强调要严格贯彻罪
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兼顾国法
天理人情，毫不动摇贯彻党和国家的死刑政
策，准确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制度，确保案
件处理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
统一。
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防止老人打官司
遇
“数字鸿沟”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坚持少年审判专业化发展方向，确保未成年人
依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
会议强调，坚决依法严惩各类侵害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杀人、拐
卖、强奸等挑战法律和社会伦理底线的重大犯
罪，
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要毫不手软。
为进一步方便老百姓打官司、解决矛盾纠
纷，全国法院近年来力推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
讼服务体系建设。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提
出，要加快解决各地工作不平衡问题，坚持把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促进矛盾纠纷
源头化解、多元化解，依法妥善化解涉诉信访
案件。
建设“智慧法院”，不熟悉新兴技术的老人
怎么办？会议对此强调，畅通诉讼服务“最后
一公里”，让人民群众享受智慧法院带来的“数
字红利”，不断推出适老诉讼服务举措，避免在
审判执行领域出现“数字鸿沟”，坚决防止出现
老年人因技术原因无法立案和打官司的情况。
惩治金融乱象 加强司法反垄断
有力惩治各种金融乱象，才能营造风清气

正的金融市场。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提出，
要推动高起点高标准设立北京金融法院，深化
金融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提高金融审判专业化
水平，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妥善审理涉金
融案件，依法惩治以金融创新为名的违规行为
和逃废债行为，推动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
险。
会议还提出，要加强司法反垄断和反不正
当竞争，深入研究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
集使用管理、数字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
题，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
素，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
市场体系。
在产权司法保护方面，会议提出要加强产
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优化民营经济、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治环境。强
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
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利影
响。
严惩
“金钱案”
“权力案”
“人情案”
据悉，全国法院将以全面开展队伍教育整
顿为契机，来一场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着
力锻造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忠诚可靠、
清正廉洁的过硬法院队伍。
会议提出，要紧盯法官和律师交往、滥用
自由裁量权、离任人员充当诉讼掮客等风险
点，有针对性地堵塞制度漏洞。坚决以零容忍
态度严惩司法腐败，对贪赃枉法、徇私枉法和
办“金钱案”
“权力案”
“人情案”的一律严惩、绝
不姑息，确保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
靠。
据新华社

2020 年，政法机关的哪些举措温暖过你？
这些举措，
让你我生活更安心

过去的 2020 年是
极不平凡的一年，有
哪些人、哪些事在你
的心里留下了印记？
有这样一群人，
无论是在疫情期间，
还是在抗洪一线、寒
潮现场，群众的需要
在哪里，他们就出现
在哪里。
面对社会治安的
种种考验，他们冲锋
在前保护你我平安；
面对扰乱市场的行
为，他们果断出手维
护经济运行秩序……
凡艰难险阻之处，必
有他们逆行的身影，
抵挡罪恶的侵袭、守
护人民的安宁。
让我们一起盘
点，不平凡的 2020 年，
政法机关的哪些举措
温暖过你？

保护……2020 年，一系列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
问题得到了政法机关的积极回应，提升了你我
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
的法治获得感。
在道路上正常行驶，却遭遇专业团伙故意
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关键时刻，政法机关联
手“出招”，为社会安定保驾护航。一系列稳定
制造交通事故敲诈勒索？针对“碰瓷”案件中
经济社会秩序的“组合拳”，给了你我恢复生
的处理难点，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为此专门
活、复工复产的信心和底气。
出台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案件的定性和处
罚，
全面加强对此类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
3 月 3 日，一场特殊的在线庭审在上海市
路见不平见义勇为，结果被认定防卫过当
闵行区人民法院举行。
“被告人在疫情期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让英雄“流血又流泪”？最高法、最高检、公安
假借销售防疫用品诈骗他人钱财，其中既遂 17
部明确，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要坚决
依法认定，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
“ 谁死伤
万余元，属数额巨大，未遂 140 余万元，属数额
谁有理”
的错误做法。
特别巨大，
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些地方
学校、医院、社区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
出现暴力伤医、制假售假、哄抬物价等各类违
业的工作人员，对疑似遭受不法侵害的孩子
法犯罪行为，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对此，两高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高检、公安部、司法
部等 9 部门联合发布意见，要求建立侵害未成
两部联合下发意见，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
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
家庭暴力能不能认定为虐待？婚前父母
公安机关保持对食品、药品、防疫物资领
赠与的房产算不算个人财产？……在民法典
域侵权假冒犯罪高压严打态势，及时侦破一批
施行前夕，最高法针对人们生活中关心的问题
大要案件；检察机关对妨害传染病防治和国境
发布一批民法典司法解释，推动法律落地、保
卫生检疫，妨害复工复产、损害企业合法权益
受到群众欢迎。
等犯罪提出依法从严从快追诉建议；最高法、 障人民权益，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不平凡的 2020 年，
司法部联合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就依法妥善
法治保障愈加坚实，
社会文明愈加进步。
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作出规定。
从严打网络电信诈骗到整治金融领域犯
这些改革，
让你我生活更便利
罪，从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到完善食药安全监管
……不平凡的 2020 年，政法机关不懈努力成为
前不久，北京市民李先生打算申请保障性
社会秩序重要“稳定器”。
住房资格，原本已经做好了跑好几趟盖章的准
这些规定，
让你我关切有回应
备，却没想到仅仅提交了收入、住房、财产等情
况后，手续就办完了。原来，从 2020 年起，北京
法治，是公序良俗的坚强后盾。治理“碰
市保障房资格申请手续取消全部纸质证明。
瓷”乱象、完善“正当防卫”规定、强化未成年人 “办事程序简化了这么多，实在是太方便了！”

李先生高兴地说。
2020 年，旨在全面清理“奇葩证明”、循环
证明、重复证明的“减证便民”行动取得重要进
展。在取消 13000 多项证明事项的基础上，证
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在全国全面推行。户籍管
理、市场主体准营、资格考试、法律服务……一
系列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不再通
过提交“证明”而通过签署“承诺”办理，极大减
轻了群众办事负担。
从“只进一扇门”
“ 最多跑一次”到“简化
办、网上办、就近办、移动办”……2020 年，政法
机关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让法治的光辉照亮越
来越多的角落，温暖了形形色色的人群。
——公安机关推出 12 项公安交管优化营
商环境新措施，进一步扩大机动车免检范围，
让 1.7 亿多位私家车主直接受惠；
——人民法院深化移动微法院建设和应
用试点工作，让当事人和法官充分感受“指尖
诉讼”
“掌上办案”的便利；
——检察机关主动聚焦损害公共利益的
突出问题，多个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被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
——司法部加快构建一体化公共法律服
务平台，引导法律服务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和乡
镇“末梢”延伸，加大对农民工、妇女、未成年人
等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
……
在这个不平凡的 2020 年里，政法机关以法
治关照民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展
望全新的 2021 年，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征程已然
开启，政法机关还将继续努力，为你我安居乐
业的美好生活不懈奋斗。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