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昌陶博物馆片区
升级改造工程完工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陈竹

迈出法治新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系列述评之四

动车可自主选座了 看看如何选到心仪的座位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一民之轨，莫如法。唯有法
令明具，才能天下大治，国泰民
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
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迈出新步伐。

这五年，是全面依法治国实
现历史性突破的五年，是法治领
域改革集中发力、成效显著的五
年。一幅“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宏伟图
景，在神州大地壮阔展开。

历史性提升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新阶段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
职责……”

雄壮的国歌、神圣的国徽、庄
严的誓词，2016年1月1日起，宪
法宣誓制度正式实施。庄重的仪
式，让宣誓者终身难忘，激励着他
们忠于宪法、厉行法治。

执政兴国，离不开法治支撑；
社会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百姓
福祉，离不开法治保障。2014年
金秋十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召开，全会通过决定明确提出，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
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字字珠玑，
指引方向。

五年来，法治成为治国理政
的基本方式。

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提升
——由静态的制度体系向囊括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的动
态体系转变，体现的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整体要求，意味着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
飞跃。

从修改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
的市地方立法权，到加强规范性
文件违宪违法备案审查；从发布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到司法
体制改革“猛药去疴”；从依法惩
治腐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到依
法治军、从严治军……五年来，改
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
治国治军，由法治作保障、靠法治
来推进。

依法治国向全面依法治国推
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
党对法治建设规律认识不断深

化，对治国理政的驾驭更加成熟
稳健。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
100 多项涉及法治领域各个方
面、各个环节的改革新举措，鲜明
展现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蓝图。”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说。

截至今年 6 月，十二届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法律 20
件，通过修改法律的决定 39件；
全国法院去年采取信用惩戒措施
834.6万人次，70.7万名“老赖”主
动履行义务，执行到位金额超过
1万亿元；我国去年每10万人中
命案发案数仅为0.62 起，已成为
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开创依法
治国新局面。规则之治、程序之
治、良法善治的有机统一，带来法
治软硬实力不断提升。

历史性突破
破解顽瘴痼疾收获公
平正义

2017年春天，在北京一家建
筑工地工作的张其明因被拖欠工
资，来到通州区法院打官司。他
只花了很短时间就成功立案。而
在几年前，来立案的人一般都要
排队等上好几个小时。

这变化得益于全国法院已经
全面实施的立案登记制改革，目
前 法 院 当 场 登 记 立 案 率 超 过
95%。改“立案审查”为“立案登
记”，增添了人民对公平正义的信
心。这是法院立案制度有史以来

力度最大的变革，更是新一轮司
法体制改革破障前行的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体制改
革作出的重要指示，鲜明勾勒出
法治领域的历史性突破和卓越成
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战线
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
头、涉险滩、闯难关，做成了想了很
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
改革，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对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
用。”

“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
都没有做成，足见改革之难、沉疴
之重。只有下最大的决心，牵住

“牛鼻子”，敢于动真碰硬，才能用
改革守护好公平正义。

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推开，
12万多名法官、9万多名检察官
遴选入额，优质司法资源充实办
案一线。2016年，在立案数大幅
增长的背景下，全国法院一审服
判息诉率达 89.2%，审判质量明
显提高。

“这是历史性的成就和突破，
改的是体制机制，破的是利益藩
篱，触动的是灵魂深处。”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司
法体制改革刀刃向内，拆庙减官，
打破了多年的司法行政化，实现
了‘谁办案谁负责’。”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
义。”人权司法保障的变化与进
步，如一股股涓涓细流，汇聚成彰
显公平正义的大潮。

延续半个世纪的劳教制度被
废止，终于退出历史舞台；纠正聂
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陈满案等

一批重大冤错案，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破冰前行；
改革律师制度，规范公安机关执
法，坚决守住防范冤错案的底线
……改革攻坚克难，奋力破除阻
碍公平正义的藩篱。

改革直面人民群众关注的“痛
点”“难点”、经济社会发展的“堵
点”“盲点”，从人民最不满意的地
方改起，让公平正义之光普照。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通
过立法、执法、司法多种手段，重
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营造清朗
网络空间；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维
护环境等公共利益有了“国家
队”；居住证暂行条例施行，让两
亿非户籍人口在居住地“扎根”，
告别“暂住证”；全面推进居民身
份证异地办理，群众免受奔波之
苦……“法治获得感”滴灌到百姓
心头。

“这些前所未有的改革突破
与现实变化，源自我们党以人民
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倾听人民的
呼声，从基础和根本上改起，让人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说。

历史性拓展
国家社会运行迈向法
治新境界

2014年初春，国务院各部门
官网上悄然出现了一张张部门行
政审批事项清单。这是中央政府
首次晒出权力清单、亮出权力家
底。目前全国所有省市县三级政
府部门权责清单均已公布，明确
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厘清

权力边界。
当依法行政成为政府的鲜明

印记，依法执政成为领导干部的
基本遵循，尊法守法成为全社会
的共同追求，奋进中的法治中国
正不断汇聚起磅礴的力量。

应法之义，法治政府依法用
权——

“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
不可为。”无论是大刀阔斧进行

“放管服”改革，还是行政审批结
束“长途旅行”；无论是推动政务
公开“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还是严格规范执法让权力不再

“任性”，政府权力运行逐渐步入
法治化轨道。国务院部门五年间
累计取消行政审批事项 600 多
项，设置的职业资格削减70%以
上，法治政府使经济社会活力进
一步迸发。

循 法 而 行 ，抓 住“ 关 键 少
数”——

2016 年底，一份由中办、国
办印发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
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
定》，给领导干部压实了沉甸甸的
责任。

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
制度，拉起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高
压线”，修改行政诉讼法改变“告
官不见官”的尴尬局面……全面
依法治国使各级执政者自觉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
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

法之必行，在于人心所向
——

民法总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写入开篇；办理侵犯“狼牙山
五壮士”名誉权案等，维护英雄人
物权益；慈善法、反家庭暴力法让
社会更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一步融入法治建设，传导正
确价值取向，凝聚起法治中国“精
气神”。

全社会大普法格局正在形
成：从学龄儿童，到耄耋老人；从
普法进单位学校、进乡村社区，到
微博、微信新渠道普法，人人参与
法治建设。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尊法、信法、守法、
用法、护法的良好社会风尚正在
形成。

长风万里，劈波斩浪。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
历史任务，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为
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唯奉法者强，唯明法者进。
我们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砥砺奋
进，中国必将开辟一条人类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法治文明之路。

据新华社

要闻要闻 AA0303
2017年10月13日 星期五 主编 刘凤羽 版式 吴静 图编 任琦 王小村 校对 陈林

变革中国

富民兴渝贡献奖获得者

重庆商报讯 乘动车想坐靠
窗的位置，现在可以自己选了。
昨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从10月 12日起，铁路部门推
出“接续换乘”方案推荐及动车组
列车“自主选座”两项便民服务新
举措，进一步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C、D、G字头动车
均可自主选座

一直以来，自主选座是不少
旅客关心的问题。据悉，铁路部
门自今年 10 月 12 日起，全面推
出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服务。旅
客通过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
购票时，可以根据系统提供的动
车组列车座位示意图选择座位，
当剩余座位无法满足旅客需求
时，系统将自动进行配座。

如不选择座席关系，直接点击
“确定”，系统将自动为您分配席位。

提示：该系统支持C、D、G字

头的动车组列车选座。
■记者试验
昨日，记者登录铁路 12306 手

机客户端，选择了 10 月 13 日重庆
到成都的高铁票，屏幕中间就出
现了一个“选座服务”，点开后，屏
幕底部就会出现座位编号，可选

“ABCDF”五个位置，其中 A、F 靠
窗，C、D 靠过道。记者选择了靠
窗的“F”，点击确认后，就完成了
选座。不过系统提示，选座后如
果系统票额不足，系统将随机为
旅客申请席位。

“接续换乘”功能
旅客更方便

同时，10月 12日起，铁路部
门还推出“接续换乘”功能，也就
是说，旅客通过 12306 网站或手
机客户端购票，当遇到出发地和
目的地之间的列车无票或没有直
接到达的列车时，旅客可选择“接
续换乘”功能，售票系统将向旅客
展示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车余

票情况，如果旅客选择购买，可以
一次完成两段行程车票的支付。

如何查询：输入出发地、目的
地、乘车时间，点击“查询”后，可
查询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车余
票情况。勾选“指定换乘站”后，
旅客可自行指定换乘站。12306
网站还会提示总历时的时长等信
息。

如何预订：选定合适的车次
后，点击“预订”系统将再次进行
提示，选择对应车次所需席别及
对应乘车人等信息后提交订单，
后续按系统提示完成支付即可。

注意事项：系统展示途中换
乘一次的部分列车余票信息，购
票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影响换乘
的因素，并自愿承担因自身或第
三方等原因导致延误换乘的风
险，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购
票，购票后合理安排时间，及时
换乘。遇有旅客列车晚点或其
中一段停运等铁路原因影响接
续换乘的，退票时按规定不收取
退票费。

■记者试验
昨日，记者用手机打开铁路

12306手机客户端，选择了万州—兰
州的列车车票，选择起点和终点站
后，系统就出现了“很抱歉， 按您
的查询条件，当前未找到从万州到
兰州的列车。您可以使用接续换乘
功能，查询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

车余票情况”的提示。记者点击了
“接续换乘”，立即就出现多组换乘
的组合，选择自己想要的换乘方案
后，点击确定，自己选择的换乘方案
就出现了，上面标明了全程需要的
时间和中途停留的时间，提交订单
后，分时票价和总票价，然后点击

“立即支付”，订单就完成了。

交巡警正在进行酒驾毒驾整
治行动 记者 代庆 摄

朱明跃 首席记者 钟志兵 摄

重庆商报讯 10月11日晚，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
悉，从当天至本月 27日，全市交
巡警集中开展酒驾毒驾统一整治
行动。据了解，本次酒驾毒驾统
一整治行动采取异地用警方式。

男子酒驾摩托被查获

10 月 11 日 21 时许，记者赶
到重庆长江大桥桥头一条支路。
此时，渝中区交巡警上清寺大队
民警正在整治酒驾毒驾。

21时20分许，一辆摩托车驶入
检查点，民警示意其靠边停车接受
检查，但该摩托车驶入检查点后，又

径直往外开去。民警见状，快步上
前大声制止，对方这才停下。

民警对摩托车手进行了呼气
测试，结果显示为77mg/100ml，
涉嫌饮酒驾驶机动车。

摩托车手称，他下班回家喝了
一两白酒，“突然接到电话，说娃
儿生病了，在医院口吐白沫，我一
着急，就开着摩托车出门了！”面
对民警，该男子一脸苦恼和懊
悔。随后，男子被带走做进一步
处理。

据了解，10月 11日，全市异
地调警开展酒后驾驶专项整治行
动共出动警力1685人、警车650
余辆，设置专项固定检查站 184
个，出动执法小分队66个，异地调
警 200 人次，查处饮酒驾驶 108

起，醉酒驾驶11起，毒驾1起。

每天整治至少3小时

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将实
行“分区域、分波次、分重点”模式
开展。其中分区域指全市分主城、
渝西、渝东南、渝东北共4个片区开
展，实行片区内异地用警联合整
治；分波次是指从10月11日至10
月27日，分6个波次开展集中整治
行动；分重点是指对酒驾事故上
升、易发酒驾重点区域，除开展6次
异地地用警联合整治规定动作外，
还将采取不定时动态调度异地用
警、派驻督战组开展整治。

据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开展的统一整治行动是

为了及时发现制止、坚决果断查
处酒驾、毒驾等严重影响道路交
通安全的突出违法行为，切实营
造强大的执法整治氛围，有效遏
制因酒驾、毒驾造成的道路交通
事故。112个固定交通安全执法
站全部参与集中统一行动，以19
时至次日凌晨1时为重点，每天开
展不少于3小时的集中统一行动。

本次集中整治中，交巡警部门
将配齐酒精呼气检测仪、停车示意
牌、足够数量的发光锥形筒、警绳、
约束带、物证袋等执法装备，同时
联系采血车参与整治行动，保证案
件取证工作顺利进行。对查获的
酒驾毒驾嫌疑人开展抽血、打尿
板、送检、执法录入等后续办案工
作，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荣昌区获
悉，荣昌陶博物馆片区升级改造工程以及
实践基地至博物馆沿线风貌改造已经全
部完工，市民可趁着闲暇时光前往荣昌区
安富街道，在新环境下感受陶文化。

荣昌陶博物馆收藏有近 3000 件自
汉代以来的“荣昌陶”文物和精品，常年
展出的文物和精品陶器有1000多件。

军营经批准可向社会开放
主要面向中国公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陈竹

重庆商报讯 1974 年出生的朱明
跃，当过 3年小学教师、8年媒体记者，
2006 年转行下海创办猪八戒网。历经
11年，猪八戒网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
服务众包平台和双创支撑平台。日前，
朱明跃获得2015—2016年度“富民兴渝
贡献奖”。

猪八戒网平台可以为企业提供标识
设计、软件开发、知识产权、财税等17个
领域 600多个品类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共计实现了超过10亿次用户商机匹配，
1300 万家服务商在猪八戒网上开店创
业。目前，平台汇聚1900万用户，交易
范围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累计交易额
超过 310亿元，占据国内同类市场 80%
份额。

在猪八戒网的11年发展中，很多人
看到的是猪八戒网的苦熬，但苦熬的背
后并不是傻傻的等待，而是一直在坚持
做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11年里，猪八戒网先后发起了“腾云
行动”：9 次把产品和运营体系推倒重
来。通过 9次腾云行动，猪八戒网把严
重低频、非标、非专业买家的服务做成规
模化交易，也是基于这9次产品创新，使
猪八戒网稳步前进并成为这个领域里面
的专家、行家。

有人把猪八戒网的成功归结于坚
持，但朱明跃却有不同的看法：“每次‘腾
云行动’，都是推翻一切从头来过。所
以，在猪八戒网的成功中应该被记住的
不仅有坚持，还有创新。”

“我希望能够打造出一家超越个人
工作周期和生命周期的公司，持续实现
公司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个周
期，我希望是九九八十一年，每9年公司
能够前进一大步。最终取得‘真经’。”朱
明跃说。

据新华社电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
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营开放办法》。这是新形势下发挥
军队资源优势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普及深
入的重要举措，为各部队规范有序组织
军营向社会开放提供了基本遵循。

《办法》总结近年来一些部队组织军
营向社会开放的实践经验，对军营向社
会开放的组织领导、审批程序和权限、开
放时机、开放内容等作了明确规范。

《办法》规定，驻大中城市市区或者
郊区的师、旅、团级单位，以及具有独立
营区的建制营、连级单位，经批准可以组
织军营向社会开放；军营开放活动主要
面向中国公民，一般在国庆节、建军节、
国际劳动节、全民国防教育日、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
纪念日和军兵种成立纪念日等时机组织
进行。《办法》明确，军营开放的内容包
括：军史馆、荣誉室等场所，部队可以公
开的军事训练课目和武器装备，基层部
队教育、学习生活、文化活动等设施。

朱明跃：
9次“腾云”就是9次创新

重庆商报讯 近日，在第26届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由重庆文化产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联
合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血战
湘江》荣获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组委
会特别奖。

《血战湘江》讲述了红军长征路上为
了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浴血奋战、团
结抗敌的英勇事迹，以真实的战争场面
还原和再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誓死保
卫党中央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坚定信
念，是一部有温度、有高度、有厚度、有筋
骨的精品力作。此外，该片在本届金鸡
奖评选中还获得最佳故事片奖提名，演
员孙维民获最佳男配角奖提名。

《血战湘江》自上映以来，已获得票
房7307.6 万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丰收。

《血战湘江》荣获中国电影
金鸡奖组委会特别奖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陈竹

11日~27日，全市异地用警集中查酒驾毒驾
以19时至次日凌晨1时为重点，每天集中统一行动不少于3小时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代庆

2017年1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首批156名入额法官在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宣誓。司法责任制改革
全面推开，12万多名法官、9万多名检察官遴选入额，优质司法资源充实办案一线。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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