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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先生说过，所谓法制，顾名

思义，就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

党和国家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集中表现

和动态形式，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我国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和

优势，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实现民主与

集中、民主与效率、改革与法治的统一，

实现统一性与差别性、稳定性与可变性、

原则性与适调性的统一，充满生机与活

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

在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和直接领导下，

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

中全会提出的司法改革任务和中央深改

领导小组做出的司法改革部署，积极稳

妥推进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升司法

公信力和权威性，司法改革取得前所未

有的成效。

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司法体制改革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司法改革理论的正确指引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

根本要求，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

题中应有之义，是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成

功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证。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是要更好坚持党的领导、更好

发挥我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更好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凡是符合这个方向、应该

改又能够改的，就要坚决改 ；凡是不符

合这个方向、不应该改的，就决不能改。

简单临摹、机械移植，只会造成水土不

服，甚至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

领导贯穿到司法改革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是党中央

做出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了 17 项司法改革任务，四中全会《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司法领域 84 项改革任务，对新一

【摘要】我国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和优势，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今后我们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司法改革理论的正确指引，多措并举，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迎接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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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制度为什么充满生机与活力

李  林

——以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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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司法体制改革做出全面系统可行的顶

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为了顺利推进司法

改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制定

了一系列司法改革的文件。2014 年 1 月

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共主持召开中央深

改领导小组会议 35 次，其中 20 多次会

议研究讨论了有关司法改革的问题，先

后通过了 40 多个有关（或涉及）司法

改革的规定、方案、意见等文件。截至

2017 年 3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抓总的 18 项

改革任务，已完成 17 项。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

国的理论，关于公正司法及司法改革的

理论，是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并焕发巨大活力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支柱。

在司法改革的方向上，总书记强调指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

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

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有一条贯穿全篇的红线，这就

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

管总的东西”。在司法价值方面，十八届

四中全会提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

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

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公正是司法的灵魂

和生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

的核心价值追求，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政法战线要

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

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司法规律方

面，总书记强调，“完善司法制度、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 , 要遵循司法活动的客观

规律 , 体现权责统一、权力制约、公开

公正、尊重程序的要求”。确保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

察权，司法不能受权力干扰，不能受金

钱、人情、关系干扰，司法人员办案只

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在司法改革方面，

总书记在关于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

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司法领域

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正在有序推进；

这次全会决定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的基础上对保障司法公正做出了更深

入的部署——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

公信力，从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优化司法职权

配置、推进严格司法、保障人民群众参

与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加强对司

法活动的监督。

坚持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设计中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坚持问题导向、路径

依赖与目标指引相统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必须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必须坚持依法执政，

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

和带头守法，切实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

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

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

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善于使党的主

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

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

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

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

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必须把司法改

革与法治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把司法建

设与法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司法公

正与社会公正有机统一起来，在全面依法

治国进程中实现司法改革目标，在司法改

革实践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必须把司法体制改革纳入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总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贯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导向。从

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是新一轮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四中全会决定的说

明中指出 ：“全会决定直面我国法治建设

领域的突出问题，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实际……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

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

导做出了全面部署，有针对性地回应了

人民群众呼声和社会关切”。解决法治领

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改革。如

果完全停留在旧的体制机制框架内，用

老办法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或者用零敲

碎打的方式来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大

问题的。在司法领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仍

然存在，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

不廉，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

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

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不健全。司法体制改革要切实解决这些

主要问题，解决人民群众立案难、胜诉难、

执行难的“三难”问题，解决司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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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行政化的问题。

选择司法体制改革的正确路径。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就是要把

中央顶层设计和政策指导与基层和地方

的具体实践、积极探索、先行先试结合

起来，在坚持国家法治统一原则和司法

体制改革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鼓励

各个试点地方大胆实践、积极探索，总

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推动司

法改革的制度创新，激发司法体制的活

力。要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坚持深化司

法体制要于法有据，对于改革中需要修

改完善法律或者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问

题，按照法定程序解决，坚持依法有序

推进改革。按照中央的部署和有关要求，

从以下方面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司法体制

的改革 ：一是解放思想，找准司法改革

的突破方向和着力点 ；二是加强调研，

做到谋定而后动 ；三是循序渐进，确保

改革的力度、进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

相适应 ；四是分类推进，分批实施，稳

扎稳打，全面落实。

坚持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引。从

司法本身来看，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为了

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体制

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

民来评判，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

不是提高了。从司法体制来看，就是要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确保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

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从人民群众的

感受来看，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

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从

着力解决司法问题来看，司法体制改革

就是要切实解决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问

题、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问题和老

百姓打官司“三难”问题。

坚持司法体制改革、司法队伍建设与

司法环境改善统筹推进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是确保法院、

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

权，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

物统一管理 ；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

的司法管辖制度。二是优化司法职权配

置，健全公、检、法、司四机关各司其职，

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

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推动实行

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

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

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

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

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三是完善司法

管辖体制，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

当前六个巡回法庭的整体布局已经顺利

完成。四是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

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

立案登记制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 ；完善审级制度，推进以审判

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探索建立检察

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五是加强对司

法活动的监督，健全司法机关内部监督

制约机制，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

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

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

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

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

查问责制 ；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加

强人民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进一步完

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

度 ；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

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

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制度的生机与

活力，归根结底要通过作为制度主体的

人体现出来。在司法领域，司法体制改

革是否具有生机、能否焕发活力，关键

要看能否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司法队伍，

充分调动最广大司法人员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司法人员必须

信仰法律、坚守法治，端稳天平、握牢

法槌，铁面无私、秉公司法。另一方面，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

一是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突出

法官、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健全有

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专业职

务（或技术职称）序列 ；二是完善法官、

检察官、人民警察选任招录制度 ；三是

完善法官、检察官任免、惩戒制度 ；四

是强化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职业

保障制度。

改善司法环境。司法体制不是在真

空中运行，司法活动必然会与社会外部

环境有接触、有交流，外部因素也会以

种种方式影响、制约甚至干扰司法过程。

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旗

帜鲜明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绝不容许利用职权干预司法。为确保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

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同

时要求司法人员应当刚正不阿，勇于担

当，敢于依法排除来自司法机关内部和

外部的干扰，坚守公正司法的底线。

我们有理由相信，到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时，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各

项任务将圆满完成，司法改革的各项

目标将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将焕发出更多活力、展现蓬

勃生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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