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评论员

法之所向，民之所盼。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是雕刻在我们内心深

处的价值坐标。随着包括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在内的司法

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公平正义的信仰将深深地雕刻进时

光的年轮，雕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司法行政改革工作。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听取司法部工作汇报时对司法行政改革作出重要

指示。2015 年 5 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法

律援助制度、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深化律

师制度改革、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推行法

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发展涉外法律服

务业、“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健全统一司法鉴

定管理体制的意见。2017 年 7 月，全国司法体制改革

推进会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要

指示，明确提出要“统筹推进司法行政改革”。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对司法行政工作事关全

局、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为深化司法行

政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部署的司法行政改革任务按照中央规划顺利推

进，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7 月 16 日至 17 日，司法部召开全国司法厅（局）

长座谈会。会议确定了研究推进司法行政改革的主题，

提出以公共法律体系建设为总抓手，统筹司法行政改革

各项工作的思路，吹响了司法行政体制改革 “冲锋号”。

顶层设计部署紧锣密鼓，地方改革实践如火如荼。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提高政治站位、

积极主动作为，建成具有天津特色的现代化监狱集群，

探索建立“三三四一”强制隔离戒毒模式，两年完成公

共法律服务建设民心工程三年任务目标，在全国率先完

成律师事务所信用赋码工作，积极探索“访调对接”机

制，努力创造天津经验、天津模式。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比认

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担当。天津司法

行政改革将主动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时代，全面实

施“互联网＋司法行政”行动计划，积极推进完善公共

法律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加快建设“数字监狱”、“智慧

监所 ”，参与建立政法机关协同办案平台，推进新媒体

和互联网普法，努力提高司法行政工作智能化、现代化

水平。天津广大司法行政系统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将

主动承担起推进改革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对标中央

和司法部、市委、市政府改革旗帜和部署，以更大的勇气、

更强的定力攻坚克难，聚焦聚神聚力抓实施，撸起袖子

加油干，坚决打通司法行政改革的“最后一公里”，确保

如期完成各项改革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撸起袖子加油干
全力推进司法行政改革任务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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