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1166 年年 66 月月 2244 日日 星星期期五五

责任编辑 黄黄海海波波6 综合新闻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记者罗沙)最高人民法院
23 日公布的一份司法解释明确，最高法裁定不予核准死
刑，发回第二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则上不得再
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这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二十五条第二款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对于最高人民
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三条裁定不予核准死刑，发回
第二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无论此前第二审人民
法院是否曾以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为由发
回重新审判，原则上不得再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
判；有特殊情况确需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
需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核准死刑，发回第二
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案
件特殊情况，又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第一
审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
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重新审判。该司法解释自 2016
年 6 月 24 日起施行。

最高法:不予核准死刑案不发回一审法院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全国公安队伍建设工作会
议 23 日在京召开。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
委书记孟建柱就公安队伍建设提出要求，全国公安机关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南，坚持政治
建警，全面推进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教育引导公
安民警自觉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根本宗旨，进一步提
高执法公信力，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
担当、清正廉洁的公安队伍。

孟建柱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安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开展教育实
践活动，切实加强基础信息化、警务实战化、执法规范
化、队伍正规化建设，推动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履职能
力、纪律作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孟建柱强调，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是做好新形势下
公安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把政治建警摆在第一位，着力
培植理想信念之根，铸牢绝对忠诚之魂，确保公安民警
始终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要
把教育训练作为先导性、基础性工程，建立健全现代化
的教育训练体系，切实提高公安民警业务素质和实战
本领。要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切实做到
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法。要坚持从严治警不动摇，加大
正风肃纪力度，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
态。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会议上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
实全国政法队伍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方向，坚持政治建警、素质强警、从严治警、

从优待警，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
当、清正廉洁的过硬公安队伍。

郭声琨要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
绝对领导，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第一位，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理念信念，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要注重科技引领、人才集聚，加强能力素质
建设，强化全警教育训练，不断提高队伍依法履职能
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要深化执法
规范化建设，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让
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切实提升公安执法公
信力。要深入推进人民警察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健全完
善职业保障制度，最大限度激发队伍的生机活力。要坚
持不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良好警风。

全国公安队伍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孟建柱：提高公安队伍执法公信力
郭声琨强调，铸牢忠诚警魂打造过硬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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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6 月 23 日电（记者孙
志平、李钧德、宋晓东）巍巍太行绝壁，
一渠清水蜿蜒。50 多年来，红旗渠依
旧水清如镜、碧波似玉，而位于红旗渠
畔的河南省林州市，已从太行山脚下
一个小县城，蜕变成一座经济发达、环
境优美的现代化新城。“红旗渠给林州
人带来久违的甘霖，红旗渠精神更为
林州的发展注入了勇气和力量，激励
我们自强不息、奋斗不已。”林州市委
书记王军说。

“宁愿苦干、绝不苦熬。”50 多年
前，被干旱逼急了的林州人，在极其
艰难的条件下，迸发出战天斗地的勇
气。10 万建设大军苦干 10 年，硬是
在悬崖绝壁间，用双手“抠”出一道长
达 1500 公里、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
河”和“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生命长
渠，创造了现代神话。50 多年后，站
在红旗渠岸边，仰望千仞峭壁，俯瞰瞰
万丈深渊，这条飞荡在太行山间的生
命长渠，不仅一圆林州千年吃水梦，
也深深地刻下了坚韧不拔的林州精
神和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修建红旗渠的初衷，是解决林
州人民祖祖辈辈最渴望的吃水问题，
林州干部不惧艰难、劈山引水，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写照。”河
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袁凯声说。

修建红旗渠的 60 年代，正值我
国经济困难时期，为解决老百姓的生
存问题，林州党员干部走在前列，带
领群众埋头苦干，10 年削平 1250 个
山头，钻隧洞 211 个，架设渡槽 152
座，挖砌土石方 2000 多万立方米，终
于引来“救命水”。

“干部能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
头。”这是当年红旗渠工地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
贵说：“要干好一件事，应该无私无畏、忍辱负重，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的
利益为重。”红旗渠建设总投资超过 6000 万元，其中国家拨款仅占 15%，
85% 都是群众自筹。为了公开透明地花好这笔钱，每一笔账目都记录得
清清楚楚，10 年工程的账本到现在保存完好。

岁月轮转，铁锤钢钎的开山交响虽已远去，但经过修建红旗渠的 10
年磨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林州精神和执政为民、无私奉献的公仆情
怀，已经淬炼成新时期的红旗渠精神，激励着林州人民在新时代继续书写
发展和财富传奇。

从铁匠铺到炼钢厂，到生产汽车零配件，再到拥有年收入超过 500 亿
元的上市公司，郭现生这个红旗渠工地上一个普通铁匠的孩子，伴随着红
旗渠的建设长大，也在红旗渠精神的感召下一路拼搏。如今，已年过半百
的他，上厕所还是“一路小跑”。“50 年前，林州人能在太行山上修成红旗
渠，今天的我们，也能在太行山脚下书写财富神话。”郭现生说。

今天，漫步在林州城区，高楼林立、绿树成荫；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里，林州重机、凤宝特钢等重工业企业厂房内机器轰鸣，生物医药、玻璃纤
维等高精企业百花齐放；国家 863 科技产业园还吸引来清华大学、阿里巴
巴等一大批科研机构和创新性企业入住。

红旗渠精神的浸润和激励，让这个曾经连吃水都困难的山区贫困县，
发展成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连年位居全省前十名的经济强县，并先后荣
获国际生态休闲示范城市、全国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市、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社会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等荣誉称号。截
至今年 4 月底，林州的银行存款余额达 411 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县市
第一位，由昔日的“地理锅底”发展成为今天的“财富高地”。

新时期，红旗渠精神也对林州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督促党
员干部服务群众、做好表率，姚寨镇冯家口村党支部要求所有党员亮出
服务承诺，并对完成情况进行通报；每户党员家庭门前还贴上“党员之
家”标志，接受群众监督。“红旗渠精神督促我们党员干部踏踏实实为老
百姓办实事。”冯家口村党支部书记申保红说。

登临太行之上，俯瞰脚下，50 年水清如许的红旗渠，见证了林州的沧
桑巨变。

▲这是林州大峡谷景区内的“太行天路”（6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这这是是 66 月月 2233 日日在在江江苏苏省省阜阜宁宁县县开开发发区区一一电电子子科科技技公公司司拍拍
摄摄的的受受灾灾现现场场。。

当当日日 1144 时时 3300 分分左左右右，，江江苏苏省省盐盐城城市市阜阜宁宁县县、、射射阳阳县县部部分分
地地区区突突发发强强雷雷电电、、短短时时强强降降雨雨、、冰冰雹雹、、龙龙卷卷风风等等强强对对流流天天气气。。据据初初
步步统统计计，，截截至至发发稿稿时时，，已已有有 7788 人人死死亡亡，，多多人人受受伤伤，，具具体体灾灾情情正正在在
进进一一步步核核实实中中。。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严严肖肖摄摄））

江江苏苏阜阜宁宁射射阳阳等等地地

强强对对流流天天气气致致 7788 死死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记者白阳)公安队伍的水
平能力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息息相关。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立足于公安改革，狠抓队
伍建设，在执法水平、警务能力等方面取得明显实效。

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自中央启动全面深化公
安改革以来，公安部已出台公安改革类文件 79 件，确定
的 16 项重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截至目前，人民警察
分类管理改革、人民警察招录培养制度改革、规范警务辅
助人员管理等一系列改革任务取得突破性进展，进一步
释放了公安队伍的活力。

在贵州省贵阳市交警支队，每一位民警上岗前都要
打开执法记录仪和手机，进入移动查岗系统，借助卫星定

位上岗签到，每一条执法信息都会同步上传到被称为“数
据铁笼”的管理平台，由此“倒逼”民警提升执法水平。

“数据铁笼”是全国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一个
缩影。据悉，3 年多来，全国公安机关一方面认真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等相关规定，集中整治不作为、
乱作为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一方面出台公
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件办理记录、通报和责任追
究等规定，深入开展刑事立案突出问题等专项治理，坚决
遏制公安队伍内部的腐败问题，共立案调查民警违纪违
法案件 1 . 8 万余起，处理 2 . 2 万余人次。

在能力建设方面，公安部通过入警、晋升、专业、发展
训练及反恐维稳实战技能专项训练等多种方式，轮训民

警 335 . 9 万余人次，150 余万人次民警参加依法使用武
器警械专项训练；同时，组织实战教官和业务骨干赴新疆
等西部地区基层公安机关“送教上门”，依托部级训练基
地培训骨干教官 2800 余名，为基层培训教官 8000 余名。
目前，全国各级各类民警训练基地已达 2037 个。

记者还了解到，公安部近年大幅提高因公伤亡民警
抚恤待遇，出台了关于民警因公负伤医疗费和为民警办
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政策，调整警衔津贴、执勤岗位津
贴、加班补贴等，有效提高了公安队伍的凝聚力。3 年多
来，全国公安机关共走访慰问公安烈士和牺牲民警家属、
公安英模、因公致残民警近 8 万人次，发放慰问金 1 . 6
亿余元。

公安部：全国公安机关队伍建设显实效

据新华社福州 6 月 23 日电(记者陈弘毅)记者从
23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的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现
场会上获悉，下一阶段，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将着眼于建
立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解决制约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的
全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问题。

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
晓伟在会上表示，试点城市在落实政府责任、破除以
药补医机制、建立补偿新机制、医保制度整合、人事
薪酬制度改革、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
极进展。特别是福建省三明市整合医保经办机构实
现“三保合一”，坚持“三医”联动实现“腾笼换鸟”，在
药品流通领域实行“两票制”，建立有激励有约束的
绩效考核制度，为全国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树立
了榜样。

会议强调，试点城市要深刻认识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增强改革的使命感、责任感，
切实提高政策水平和操作能力，包括落实好政府对
公立医院的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
任，建立强有力的改革领导体制和组织推进机制，党
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医改，鼓励将“三医”归口到一位
政府领导分管；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取消药品加成，
降低药品耗材虚高价格，健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增
加政府补助、改革支付方式以及医院加强核算、节约
运行成本等多方共担的补偿机制；做好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坚持居民自愿、基层首诊、政策引导、创新机
制，实现区域分开、城乡分开、急慢分开、上下分开；
深化医保管理制度改革，大力推行按人头付费、按
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总额预付等复合型支付方
式。

国家卫计委：公立医院改革要取得实质突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3 日发布消息称，江西省确定
将于 2017 年全面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人社部称，江西省近日印发了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办管理资源，统一医疗保障
管理体制。

同时，整合各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管理职责，统一由人社部门管理。此外，整合制度政策，实现
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基金管
理、统筹层次和大病保障机制的“八统一”。

(记者徐博)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江西明年整合城乡医保

“妇女突
击队”演员在林
州红旗渠畔表演
凿石头（ 6 月 13
日摄）。如今，红
旗渠已成 4A 级
风景区，每年接
待 游 客 数 十 万
人。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