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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六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
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保障律师查询立案信息、查阅案卷
材料等权利，律师可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当面陈述辩护
意见。各级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
撤案17673件；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
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54949件次；对不构成犯罪和证
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116553人、不起诉23269人。各级人民
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多起重大
刑事冤假错案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得到纠正。福建省高级人民
法院依法审理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宣告念斌无罪。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呼
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

司法透明度进一步提高。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实施《关
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建立审判流程
信息平台，方便当事人查询案件进展情况。建设裁判文书公开
平台。2014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正式实施。全年共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629.4万份，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7993份。建设执行信息公
开平台。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全年共公开发布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110万例，采取限制高消费等信用惩戒措施150万
次。2014年10月1日，《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
行）》开始实施。全面建成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案件信息公开
系统，正式运行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法律文书公开、重要案
件信息发布和辩护与代理预约申请等四大平台。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得到严格贯彻。公安机关、检察机
关和审判机关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实施机制。对于侦
查机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
陈述，对于以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且
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物证、书证，依法予以排除。
2014年，各级检察机关因排除非法证据决定不批捕406人、不
起诉198人。河北省顺平县检察院在审查办理王某某涉嫌故
意杀人案时，针对多处疑点，坚决排除非法证据，作出不批捕
决定，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公安机关最终抓获真凶。

司法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
架意见》等文件，在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贵州、青海7
个省市先行试点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
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
统一管理等四项司法改革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
回法庭试点方案》，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省深圳市、辽宁省沈
阳市分别设立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
政和民商事案件，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重心下移，就地解
决纠纷，方便群众诉讼，确保司法公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
在北京、上海组建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办理跨地区重大刑
事、民事、行政案件；在北京、上海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
检察院，重点办理跨地区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重大民商事
监督案件、重大职务犯罪案件、重大环境资源保护和重大食
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保证国家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行政审判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完善行政案
件起诉、审理、判决、执行等制度，进一步保护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明确将
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违法集资、
摊派费用的，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
者社会保险待遇等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在立案上，实
行立案登记制，起诉期限延长至六个月。2014年，各级人民
法院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15.1 万件，审结 13.1 万件，同
比分别上升16.3%和8.3%。山东、广东、陕西、江苏、云南、河
南等省份的行政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试点工作扎实推进。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更加完善。2014 年，北京、上海、广
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法院
法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明确了知识产权法院法官
的选任原则、选任标准、选任方式等，提高知识产权审判专业
化水平。2014年，各级人民检察院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
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9427人，同比上升7.1%。各级人民
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1万件，同比上升10%。

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工作进一步加强。明确国家赔偿
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条件，推动建立国家赔偿
联动机制，有效保障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2014年，各级人
民法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2708件，决定赔偿金额1.1亿元。
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为当事人减免诉讼费1.8亿元，
保障生活困难的群众获得诉讼救济的权利。

五、少数民族权利

2014 年，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事业不断发
展，各少数民族的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进一步得到保障。

少数民族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各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包括地方立
法权、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
变通的权力、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人事管理权、财政管
理权和自主发展文化教育权等。全国少数民族公务员总量进
一步增加，少数民族公务员占全国公务员总数的比例高于少
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西
藏自治区全区34244名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
族代表31901名，占93％以上。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
区有20名代表，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14名。在全区
干部队伍中，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占70.53%，其中县乡两级
领导班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73.03%。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2014 年，内蒙古、广西、
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3个少数民族
人口较多的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8350元、
24669元、22016元、23285元、23214元、22548元、24299元、
22307 元，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 9.0%、8.7%、7.9%、8.4%、
10.1%、9.6%、8.2%、9.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9976元、8683元、7359元、8410元、8724元、6671元、7456元、
7283元，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11.0%、11.4%、12.3%、10.7%、
11.2%、13.1%、10.9%、12.7%。以上8个民族省区全年实现外贸
进出口总额8148亿元，比上年增长15.4%，高于全国增速13.1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完成5526亿元，比上年增长20%，高于
全国增速 15 个百分点；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减少 357 万
人，减贫率为 13.9%。中央财政拨付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40.5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中央财政为支持边境地区发
展，投入兴边富民补助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 28.8 亿元，
比上年增加889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少数民族发展资
金拨付15.3亿元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比上年增加
8710万元。大力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程，
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达到4.9亿元，较上年增长22.5%。

西藏和新疆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4 年，西藏自
治区生产总值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4 个百分点。西藏
自治区政府连续 8年、累计投资 273.57亿元的农牧民安居
工程全面完成，全区 46.03 万户、230 万农牧民住上了安全
适用的房屋。农村居民、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达到
33.77平方米和 41.39平方米。拉萨市全面完成城市天然气

供暖工程，10.52万户居民过上“暖冬”。西藏自治区已建立
以拉萨为中心，遍布全区城乡的藏医、西医、中医相结合的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
制度覆盖全区农牧民。农牧民免费医疗经费补助标准2015
年提高到人均 380 元。安排专项资金 2300 万元，建立了农
牧民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五保集中供养、孤儿集中收
养”爱心工程扎实推进，72%有意愿的五保对象实现集中供
养，5900多名孤儿得到有效救助。西藏自治区人均寿命达
到 68岁，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均大幅下降。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经济增速居全国前列，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6个百分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282.6亿元，比上年增长
13.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财政用于民生建设支出占总
支出的70.3%，政府承诺的25类150项重点民生工程全部兑
现。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三年居全
国前列。新增就业38万人，贫困人口减少10万人。分别投入
246.44 亿元、262.4 亿元和 36.53 亿元，建设安居富民工程
30.78万户、保障性安居工程26.52万套、游牧民定居房3.01万
套。新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34处，解决了60万农村人口饮
水安全问题。投入34.2亿元，新建、改建农村公路6087公里，
改善了全疆85万农牧民出行条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农合
人均筹资水平达436.9元，人均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到35
元。农牧区妇女“两癌”筛查、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救治、22类54
种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全面推开。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国家在制定支持各
项教育改革发展政策时，均给予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
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学前教育，改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2014年，中央投资24亿
元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学校建设。
在高校招生计划安排上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给予倾斜，
民族地区农村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幅提高。实
施“少数民族预科班”和“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等特殊措施培养少数民族人才，2014年招收少数民族预科
学生5.3万人，比上年增长3.31%。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不断发展。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进一步完善。民族自治地方仅省、市两级就有广播电
视播出机构104座，开办广播节目191套，其中民族语广播
节目 45 套；开办电视节目 215 套，其中民族语电视节目 42
套。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有各类文化机构5万多个。全国文化
志愿者边疆行活动累计招募近万名文化志愿者，为边疆民
族地区举办演出、讲座和展览1200多场（次），培训7000多
人（次），受益群众数百万人。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边疆
万里数字文化长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项目，构
建广覆盖、高效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

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
权利。国家继续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行政司法、新
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合法使用。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和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21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播音。
西藏自治区共有10种藏文杂志、22种藏文报纸，西藏人民广播
电台开办有42个藏语栏目，西藏电视台藏语卫视24小时播出。
全国共1.2万多所学校开展双语教学，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达
400多万人，双语教师有20多万人。西藏自治区义务教育阶段
实施双语教学的学生有40多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97%。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遗产、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民
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得到进
一步加强。西藏自治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800个，藏
戏和《格萨尔》史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58部珍贵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014年，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
工程收尾，这是西藏文物保护史上中央政府投资最多、工程
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施工工艺最为复杂的文物维修工
程，累计投资3.8亿余元。“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
网”项目成功申遗，其中包括新疆北庭故城等6处遗址点。

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获得充分保障。西藏自治区有
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87座，住寺僧尼4.6万余人。活佛转世
作为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国家的尊重，西藏现有
活佛358名，其中40多位新转世活佛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
轨得到认定。大力实施利寺惠僧政策，实现了在编僧尼医
保、养老、低保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全覆盖，并每年为僧尼
免费进行健康体检。根据国家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截
至 2014 年，共有 110 位僧人荣获“拓然巴”高级学衔，84 位
僧人荣获“智然巴”中级学衔。少数民族宗教经典得到保护
和传承。国家投资 3500 万元，历时 20 多年完成了《中华大
藏经》（藏文）对勘本的整理和出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为
信教群众编印了《塔哈维教典诠释》、《哲拉莱尼古兰经注》
等阿拉伯文伊斯兰教典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开通了维吾
尔语版网站，介绍宗教文化知识，开展网络解经，满足群众
的宗教需求。2014 年，中国共有 14466 名穆斯林赴麦加朝
觐。有关部门加强对朝觐团医护人员的集中培训，努力提
高朝觐医疗防疫水平，保证了朝觐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六、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权利

2014 年，中国政府进一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
实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
养老服务业发展，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合法权益。

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得到依法保障。健全法
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工作机制，加强对法律政策的性别平等
评估。截至2014年底，已有北京、天津、山西、江苏、浙江、安徽、
湖北、四川8个省市建立省级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从
性别角度对法规政策的影响进行评估，避免因规定不当造成
制度性的性别歧视。推动把农村妇女进村“两委”工作纳入新
一轮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同步部署，深化妇女议事会、妇女
理事会、留守妇女互助组、巾帼志愿服务等工作。全年新增留
守妇女互助组3.3万多个、新增注册巾帼志愿者222万人。

妇女就业得到有效促进。2014 年，累计发放妇女小额
担保贷款2172.75亿元，中央和地方落实财政贴息资金186.81
亿元，获得贷款的妇女459万人次。开展新型职业女农民培训，
提升妇女的市场竞争能力。全年扶持各级巾帼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1.7万个，创建巾帼家政培训基地4000多个，培训巾
帼家政服务员58万人次，帮助60万人次妇女在家政服务行业
实现就业；实施助推女大学生就业创业行动，为227所高校50
多万女大学生提供政策宣传、岗位推介等服务。

妇女、儿童人身权利进一步得到保障。2014年，各级人
民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1048
件，其中判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 876 人。制定《关于
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依法制裁家庭暴力
行为。201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通报人民法院近年
来打击家庭暴力行为的有关情况，同时公布十起涉家庭暴
力典型案例，进一步统一了涉家庭暴力案件的法律适用。
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
专门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众征
求意见。着力健全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监测预防、发现报告、帮
扶干预”联动反应机制，积极构建覆盖城乡的未成年人社会保
护网络，探索建立“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督为保障、国家
监护为补充”的监护制度，推动形成“家庭、社会、政府”三位一
体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格局。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
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依法处理
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出明确规定，建立了监护侵
害情形报告处置机制，细化了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案件审理
要求，明确了民政部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职
责。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结首例撤销未成年父母
监护资格案件。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圆桌审判”方式，继续落实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困境儿童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民政部公布《关于
规范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和社会散居孤儿
收养工作的意见》、《家庭寄养管理办法》、《关于建立儿童福利
领域慈善行为导向机制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探索建立困境
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稳步推进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先行
先试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儿童福利慈善活动。孤儿基本生
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中央财政投入23亿元专项补助资金，
地方普遍加大财政投入，为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费，惠及全国
55.7万名孤儿和520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妇女儿童健康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将2014年确定为“妇幼健康服务年”，启动妇幼健
康优质服务创建活动。继续做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农
村妇女“两癌”检查等项目。全年分别为1000万和120万农村
妇女进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查，为10362名贫困患病妇女
提供人均1万元救助。大力推进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
目，年度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80%以上。妇女儿童常见病、多发
病得到有效防治，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至6.3%，孕产妇中重
度贫血患病率、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等指
标不断改善。中央财政继续安排21.62亿元专项补助资金，惠
及全国55.2万名孤儿和5226名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贫困地
区婴幼儿营养改善试点项目”拓展到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300个县，“消除婴幼儿贫血行动”惠及15万婴幼儿。在集中连
片特殊贫困地区投入经费5亿元和1.59亿元，分别实施儿童营
养改善项目和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为137万名6至24个月的
婴幼儿免费提供营养包，为132.5万新生儿开展两种遗传代谢
病（PKU和CH）筛查和新生儿听力筛查。西藏基本完成10000
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免费救治。

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进一步健全。深入实施《中国老
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1－201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山
东、河北、广东、海南、上海等省（市）完成了省级老年人权
益保障、老年人优待、养老机构管理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制定工作，建立高龄津贴制度，制定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
服务补贴政策。着力推动社区为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促
进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60多个县（市、区）建起社区为老服务信息平台，2000万老
年人受益。全国城乡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分别达到
70%和37%。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连续10年调整，
月人均水平由 2004 年的 647 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2050 元。
2014年7月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
每人每月55元提高到70元，中央财政增加补助资金120亿
元，1.43亿城乡居民领到基本养老金。中央投资25亿元，优
先改善社会福利院、农村敬老院等“兜底”床位条件，重点
满足困难群体的服务需求。截至 2014年底，全国每千名老
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26张。全国超过88.8%的65岁以上
老年人纳入健康管理体系。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投入10亿
元，支持地方 3.33 万个农村幸福院项目。加强老年群众组
织建设工作。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基层老年协会 49 万个，
老年志愿者人数近2000万人。全国共建立老年人法律援助
工作站2137个，老年人法律援助申请能够及时就近得到受
理。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全年共组织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
件11.3万件，解答老年人法律咨询34万多人次。

七、残疾人权利

2014年，国家继续推出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的措
施，残疾人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和公共服务等得到进一步提升。

困难残疾人生活得到更好保障。民政部和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在部分地区推动实施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共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
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专项制度，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建立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专项制度。全国至少实施一项补
贴制度的覆盖率达到77.42%，700多万残疾人直接受益。

重点康复工程建设成效显著。201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投入10.63亿元，专门用于残疾人康复工作。通过实施一
批重点康复工程，共751.5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服
务：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74.8万例，其中为贫困白内障患者免
费实施复明手术30万例；为14.2万名低视力者配用助视器；为
12.3万名盲人开展了定向行走训练；对3.2万名聋儿进行听力
语言康复训练；对3.09万名智力残疾儿童开展机构康复训练；
对7.34万名智力残疾儿童、3.48万名成人智力残疾人开展社
区、家庭康复指导；对4万名脑瘫儿童进行机构康复训练及其
家长培训；对36.7万名肢体残疾人开展社区、家庭康复训练；
组织实施贫困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8860例、麻风畸残矫治
手术224例；为583.7万名精神病患者实施综合防治康复措施，
对46.2万名贫困精神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对2万名孤独症儿
童进行康复训练；为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152.4万件，其中国
家彩票公益金项目为贫困残疾人免费发放40.32万件，为贫困
残疾人减免费用装配普及型假肢2.9万例，矫形器6.4万例。大
力开展康复人才培养，全国共培训康复管理人员2.58万人，
5.59万名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和16.98万名社区康复协调员接
受培训。开展社区康复服务的市辖区累计达914个，县（市）累
计达2023个，接受社区康复服务的残疾人数达614.45万人。

无障碍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进入
依法发展阶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创建无障碍环境市县工
作稳步推进，创建工作涉及全国650多个市和1600多个县。重
点推进居住区缘石坡道、轮椅坡道、人行通道，以及建筑公共出
入口、公共走道、地面、楼梯、电梯候梯厅及轿厢等设施和部位
的无障碍改造。投入使用“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数据库
系统”，及时了解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建设工作进展。

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完善。2014年，全国近5万
所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已实现无障碍进入，有条件的文
化站专门配备康复训练设施和适合残疾人使用的文化娱
乐器材。全国公共图书馆盲文图书藏量超过 80万册，盲人
阅览室坐席数达18万多个。各级图书馆、文化馆（群艺馆）
以“全国助残日”、“国际助残日”、“全国爱耳日”等为契机，
广泛开展慰问演出、文化培训和资源配送等活动。国家为
参加 2014年高考的盲人提供盲文考卷、电子试卷，或安排
专门工作人员对考生提供便利协助。

八、环境权利

2014 年，中国政府以治理环境突出问题为重点，努力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权利，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
明建设道路。

环境生态保护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2014 年，国家对
环境保护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强化了政府和企业的环保责
任，明确了公民的环境权利和环保义务，规定了查封扣押、重
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按日计罚、限产停产、移送拘留、环

境公益诉讼、区域联防联控、公众参与等多项新制度。《突发
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
法》、《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等配套规范性文件相继制定颁布，进
一步完善了建设生态文明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系。

绿色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2014年，全国造林602.7万
公顷，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完成造林199.9万公顷，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面积增加 9.6万公顷，沙化土地治理126.5万公
顷，新启动封禁保护区试点县23个，国家沙漠公园试点32个，
新建自然保护区11处，面积14万公顷，新增湿地保护面积50
多万公顷。截至2014年底，全国自然保护区达到2729个，其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28个。2014年，全国各类草原违法案件立
案1.78万起，结案1.74万起，结案率97.6%；清理排查非法侵占
林地案件4.9万起，收回违法违规侵占林地3517.3公顷；森林
和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立案3.1万起，破案2.5万起，比2013年
上升14.1%，首次公开销毁执法查没象牙及制品6.1吨。西藏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完成投资57亿元。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完成了钢铁、
水泥等15个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年度任务，超额完成了
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指标。逐步推进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
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广东、西藏等地建立了可操作、具体化
的环境污染防治目标责任考核办法。环境保护部对未履行环
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依法进行告诫谈话，并督促整改到位。河南安阳、湖南衡
阳、贵州六盘水、山东临沂、河北承德等地级市的“一把手”被
环境保护部公开约谈。2014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排放继续下降，尤其是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
6.7%，为历史上年度最大降幅。全年煤炭消费量下降2.9%，水
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16.9%，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8%，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下降5.6%。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2896
万立方米，比上年末增长3.5%，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0.2%。

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加大。各级环保部门严格
执行环境保护法，全年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216万余人次，
检查企业84万家次，立案12531件，结案8373件，对1600余
起案件进行了挂牌督办。积极探索跨区域、跨流域联合防
治协调机制，逐步建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跨区域空
气、水质质量联动规划、监测、预报和防治机制，完善信息
共享机制。各级环保部门和公安机关逐步建立联动执法联
席会议、常设联络员、重大案件会商督办“三项制度”和案
件移送、联合调查、信息共享和奖惩“四项机制”。创新手段
开展无人机环保执法检查，全年共飞行 11架次，总航程超
过2000公里，覆盖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

环境权的司法保障进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专
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实行环境司法专门化，对环境公益诉讼
制度从管辖制度、审判程序、责任方式、赔偿范围和诉讼成本负
担机制作出了操作性的规定，充分保障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
关组织的环境民事公益诉权。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通报
了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诉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环
保行政处罚案等十大环境保护行政案件。2014年因环境污染
犯罪而被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例数量超过了以往十年的总和。

公民参与环境事务管理的渠道进一步拓宽。修改后的
环境保护法规定，环保部门应当公开环境信息，完善程序，
为公众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凡依法在设区的市
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
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都能向人民
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对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各级政府机关还积极探索通过网络平
台、问卷调查、听证会、座谈评议多种渠道吸纳民众意见。
自 2014年 1月 1日起，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每
天向社会实时发布约15万个空气质量数据和信息。环境保
护部“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受理群众举报。截至2014年底，
共受理公众举报 1463件，目前已全部办结，按期办结率达
100%。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突发环境事件信
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要求每月在《中国环境报》、环境保护
部网站公开被举报企业名称、存在问题和处理情况。截至
2014 年底，已公开 1479 件举报件（含 2013 年受理、2014 年
办结的举报件）的办理情况和33件典型案例。

九、对外交流与合作

2014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在联合国
人权机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深入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第25、26、27次会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0、21、
22次特别会议，第69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国别人权审查工作组第18、19、20次会议，以及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下属“社会论坛”、“工商业与人权论坛”等
多边人权会议，积极宣示中国人权理念、政策和成就，深度
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反映发展中国家合理主张，推动联合
国人权机制公正、客观处理各类人权问题。中国建设性参
与联大加强和增进人权条约机构体系有效运作政府间进
程，与观点相近国家一道，成功推动联大通过人权条约机
构改革方案。2014年4月，中国顺利连任联合国非政府组织
委员会成员。

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2014年3月，中国接受第二轮
国别人权审查报告获得人权理事会核可。中国本着开放、
认真的态度接受了各国提出的 204条建议，占建议总数的
81%，受到国际社会一致好评。2014 年 5 月，中国执行《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次报告接受联合国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团全面介绍中
国保障经社文权利取得的成就，真诚回答委员会提问，委
员会专家称赞此次审议为“履约审议典范”。2014年10月，
中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七、八次合并
报告接受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团
本着自信、包容、开放的态度与委员会开展了建设性对话。

拓展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合作。加强与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承诺于 2014 年至 2017 年向联合
国人权高专办大幅增加捐款。与联合国人权特别机制进行
建设性对话，认真及时答复特别机制来函，向外债问题独
立专家、健康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安全饮用水问题特别报
告员发出访华邀请。

推动双边人权对话与交流。中国与欧盟及英国、德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举行人权对话和交流，与澳大利亚开
展人权技术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俄罗斯举行人权事务
磋商，与老挝、斯里兰卡等开展人权交流，分享参与国际人
权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参与第 14 届亚欧非正式人权研讨
会，与亚欧各国人权官员和民间代表进行交流。中国人权
研究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主办了第七届“北京人权论
坛”，中外与会者以“中国梦：中国人权事业的新进展”为主
题，对“中国梦的人权意义”、“人权的跨文化交流”、“国家
治理创新与人权保障、反恐怖与人权保障”三个分议题进
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国际人权
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