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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6年10月22日（总第6812期）

申请人江门市蓬江区杜阮联钢实业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
支票1张被盗，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
公示催告申请人：江门市蓬江区杜阮联钢实业有限公司。二、公
示催告的票据：号码1030443045457308，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山三角支行，出票人中山裕北涂料有限公司，票面
金额 23556.7元，收款人江门市蓬江区杜阮联钢实业有限公司。
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华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1

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中山市华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号码 1020443061483967，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古镇东兴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华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票面金
额120548元，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张达喜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张达喜。二、公
示催告的票据：号码63795286，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山古镇海洲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古镇红宇灯饰厂，票面金额
62000元，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善科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因持有的普通支票1张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中山善科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
1050443033472956，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古

镇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古镇优亮照明经营部，票面金额24000元，
收款人中山善科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杨建英因其遗失支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 决 定 受 理 ，现 依 法 予 以 公 告 。该 票 据 记 载 ：支 票 号 码
1050443033636647、金额 60000元，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外海支
行，出票人杨建英，收款人文龙江。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广东]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古镇三鼎星灯饰电器厂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1
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
告申请人：中山市古镇三鼎星灯饰电器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
号码 1030443016534172，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古镇东兴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古镇三鼎星灯饰电器厂，票面金
额空白，收款人空白。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市小榄镇桂花树装饰工程部因持有的普通支票
1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
催告申请人：中山市小榄镇桂花树装饰工程部。二、公示催告的
票据：号码3080443095095175，付款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古镇支行，出票人中山市古镇双通货运部，票面金额10148元，
收款人中山市小榄镇桂花树装饰工程部。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申请人杨建英因其被盗支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支票号码 10504430
32395265、金额38400元，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外海支行，出票人
杨建英，收款人文龙江。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伟健，因遗失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
年 12月 30日签发的股权证书一份（股东编号为A24136，股份为
8611股），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股权证书失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股权证书的行为无效。[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河北安亚达电力器具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据法律规定，现予公告。（一）
公示催告申请人为河北安亚达电力器具有限公司。（二）公示催
告的票据：银行汇票，票据号码为 1040004220107141，票面金额
20000元，付款人同申请人，收款人为辽宁省电力物资供应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5月6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
之日起 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北]雄县人民法院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中心支公司因丢失承

德银行唐山分行新华支行的转帐支票一张，票据号码为
3130132004656838，票面金额为 19682元（壹万玖仟陆佰捌拾贰
元整），出票人为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持票人为安盛
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中心支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公示催告申请人：安盛天平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中心支公司。申报权利的期间为：自2016
年9月2日起至2016年11月1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吴忠市昊祥水泥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为
10400052/25336775，票面金额为200000元（贰拾万元整），出票日
期为2015年1月22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7月22日，出票人为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北钢铁集团滦县司家营
铁矿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公
示催告申请人：吴忠市昊祥水泥有限公司。申报权利的期间为：自
2016年9月23日起至2016年11月22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河北]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大同市万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友联氧气厂因丢失兵
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商业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
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大同市万方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友联氧气厂。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商业承兑汇票
00100061/24662389，金额为20000元，付款人中国北方发动机研
究所、收款人大同北方天力增压技术有限公司、背书人中国北方
发动机研究所，持票人大同市万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友联氧气
厂、汇票到期日 2016年 10月 28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
之日起至 2016年 11月 12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

吕梁昶宁商贸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招商银行太原府西街支
行签发的票号为30800053 96602209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吕
梁昶宁商贸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30800053 96602209、票面金额壹佰万元整、出票人山西柳林寨
崖底煤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山西柳林金家庄煤业有限公司，持票
人吕梁昶宁商贸有限公司、付款期限贰零壹陆年壹拾贰月贰拾
柒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公告到期之日
止。四、自公告之日起95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杈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洪都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账

务中心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出票人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收款人杭州通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票人成都洪都源商贸
有限公司，票据金额伍拾万元整，汇票号码：3020005325417223，
出票日期为 2015年 9月 14日，付款行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账务中
心，汇票到期日 2016年 3月 14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
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光大纺织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号码为 3010005124884067，金额 160210 元,出票日期
2016年 6月 2日，汇票到期日 2016年 9月 2日，出票人浙江森马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嘉兴好兄妹服饰有限公司，出票行交
通银行温州分行营业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银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票号为30100051/24493551，票面金额为80万元，出票日期
为2016年5月25日，到期日为2016年11月25日，出票人为长兴
圣帆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银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出
票银行为交通银行湖州长兴支行。申请人浙江银瑜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海宁宇琦经编有限公司 因 遗 失 票 据 号 码
1020005223675392、金额100000元、出票人浙江罗伊服饰有限公
司、收款人安新县华宸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持票人海宁宇琦经编
有限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自公告之日起一百
四十九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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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 月 21 日讯 （记者
罗书臻）备受社会关注的“狼牙山五壮
士”后人葛长生、宋福保分别诉洪振快
名誉权侵权纠纷案，因被告洪振快拒绝
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近日被依法
强制执行。根据判决，两案一、二审判
决书的内容摘要在10月21日的《人民

法院报》上刊登。
据了解，2013年9月9日，洪振快

在财经网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
士”有多处不实》一文，对狼牙山五壮
士事迹中的细节提出质疑。2015年8月
25日，“狼牙山五壮士”两名幸存者的
后人葛长生和宋福保分别向北京市西城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洪振快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公开道歉。

今年 6 月 27 日，西城区法院对两
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洪振快立即停
止侵权行为并公开道歉。判决后，洪
振快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8 月 15 日，北京二中院作出

二审判决，驳回洪振快的上诉，维持
原判。根据判决，洪振快须在判决生
效后三日内在媒体上公开发布公告，
向葛长生、宋福保赔礼道歉。因洪振
快逾期未履行，西城区法院决定刊登
两案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
洪振快承担。

2016 年 6 月 27 日，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对葛长生、宋福保分别诉洪振
快名誉权侵权纠纷案进行公开宣判，
判决洪振快立即停止侵害葛振林、宋
学义名誉、荣誉的行为；于判决后三
日内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向原告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洪振快对两案
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因洪振
快拒绝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葛
长生、宋福保依法申请强制执行，西
城区法院将两案判决书内容摘要公告。

近年来，通过各种形式诋毁、侮
辱、诽谤英雄人物，丑化英雄人物形
象，贬损英雄人物名誉，削弱其精神
价值的现象在社会上时有发生，葛长
生、宋福保分别诉洪振快名誉权侵权
纠纷两个案件是这种现象的集中反

映。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将两案
判决书内容摘要公告，既依法保护了
英雄人物的个人权益，又彰显了社会
的公共价值，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弘扬。

“狼牙山五壮士”这一称号，既是
国家及公众对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
儿女在反抗侵略、保家卫国中作出巨大
牺牲的褒奖，也是他们应当获得的个
人名誉和荣誉。以“狼牙山五壮士”
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已经
成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敌、不惧牺牲精
神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精神气质，已

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和民族感情
的重要内容，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
同，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也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民
族的共同记忆、民族精神乃至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从我国的历史
上看，还是从现行法上看，都已经是
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所以，洪振
快撰写的文章侵害的不仅仅是葛振
林、宋学义的个人名誉和荣誉，并且侵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必须以法律的名义
给这种行为划红线。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的侵权行为是
以学术文章的名义发表，但是必须认识
到，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以不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为
前提。这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关于自由
的一般原则，是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所划定的边界。任何公民在行使言论自
由、学术自由及其他自由时，都负有不
得超过自由界限的法定义务。这是法治
国家和法治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也
是任何一个公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超过了合理限度，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

人民法院以现行法及其解释为基
础，以事实为依据，依法保护英雄人物
名誉等人格权益，必将对侵害英雄名誉
权的行为形成有效震慑，从而维护社会
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强制执行

以法的名义保护英雄名誉
本报评论员

⇨⇨上接第一版
周强指出，当前诉讼案件持续大幅

上升，人民法院办案任务十分繁重，各
级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勇于
担当、攻坚克难，坚持不懈狠抓执法办
案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审判执行工
作任务，依法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责，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周强强调，要坚持以审判执行工作
为中心，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要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职责使命感，紧紧
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集中力量抓好
审判执行各项工作，切实履行好维护社
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职责。各级法院领
导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办案工
作的组织领导，强化督促落实。要坚持
问题导向，密切关注审判执行工作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掌握审判执行工作
态势，及时研究解决制约审判质效的突
出问题，努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要

合理调配和使用审判资源，最大限度释
放办案潜力。

周强强调，要深化司法改革,推进
审判执行工作深入开展。要认真贯彻中
央决策部署，落实全国司法体制改革
推进会精神，扎实有序推进各项改
革，确保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
效。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研究破解
执法办案工作中的难题，向改革要公
正、要效率、要公信。要尊重法官主
体地位，强化职业保障，推进开展办
案绩效考评工作，充分调动法官办案
的积极性、主动性。要认真落实司法
责任制，完善监督机制，确保司法公
正。要促进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推进诉调对接，从源头缓解法院
办案压力。要推进工作机制创新，实
现案件繁简分流，探索优化审判流
程，构建高效能的审判团队，有效破解
案多人少难题。

周强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信息化
建设。实践证明，信息化是人民法院
工作的一场深刻变革，极大促进了审
判质效提升。要继续加大力度，推进

信息化建设转型升级，加快建设“智
慧法院”，实现信息化对人民法院工作
的全覆盖，促进信息技术与审判执行
工作的深度融合。要积极推进司法人
工智能建设，在法律法规检索、类案
推送、简易案件裁判文书自动生成、
文书智能纠错等方面，为法官提供更
加智能、高效的服务，尽可能把法官
从事务性负担中解放出来，使法官集中
力量从事体现司法智慧、具有创造性的
司法活动。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再造审判
流程，使审判执行工作全程留痕、全程
受到监督，切实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
法公正。

周强强调，要进一步提升审判管理
的效能。要深度挖掘和充分运用司法大
数据，利用丰富的案件信息资源，加强
对案件数据信息的分析研判，总结工作
规律，加强态势分析，不断提升审判管
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要认真分析
总结办案质效较高地区法院的工作经
验，及时予以推广，促进审判执行工作
机制不断创新发展。要针对存在的问
题，深入分析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以钉钉子精神不断推进解决审
判执行工作中的难题。要通过抓典型带
一般、抓两头带中间，推动全国法院审
判执行工作均衡发展。

周强强调，要加强队伍建设，强化
服务保障。要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切实用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要扎实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加强
纪律作风建设，营造弘扬正气、创先
争优的良好氛围。要紧紧围绕审判执
行中心工作，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回应需求，努力提供更高水平、更高
效率的服务保障，为审判执行工作的开
展创造良好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
副院长南英、景汉朝、张述元、贺荣，
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党组成
员孙华璞，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最高
人民法院纪检组组长刘海泉，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刘学文出席会议。

（宁 杰）

⇨⇨上接第一版 马云是享誉世界的互
联网行业先锋人物。今天，他用生动的
故事、形象的语言给我们上了精彩的一
课，对于我们启迪智慧、开阔视野、激
发活力，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时代的工作
能力和本领，有很大帮助。

孟建柱指出，我们正处在大数据时
代，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正在改变我
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生活所经历的
一切都在转变。如果我们看不清趋
势、拒绝变革，就将失去一代人甚至
几代人的未来。我们一定要有战略眼
光、大机遇意识，切实增强敏锐性，
在积极做好各项政法综治工作的同
时，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掀起学
习、应用大数据的热潮，把握先机、赢
得主动，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政法综治工
作跨越式前进。

孟建柱说，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科技
革命，不仅已改变我们所做的事情，而
且将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方法。面对大数据，如
果思想观念还停留在过去，就会落后于

时代。我们只有掀起一场“头脑风
暴”，才能掌握开启未来之门的“钥
匙”。大数据开发了人类的“第三只
眼”，通过对海量数据分析、处理、挖
掘，可以让我们深入洞察充满未知的世
界。要培育数据文化，善于运用大数据
思维分析、解决问题、辅助决策。现代
社会产生海量数据，如果我们能够合理
利用，就能提高打击犯罪、服务人民、
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一个大的互联网企业就是一个大数据系
统。各级政法机关要以合作姿态利用好
企业、社会的数据资源，通过共同研
发、购买服务、项目外包等多种方式，
发挥好大互联网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重
要作用。要以更加开放心态推进政法数
据资源共享共用，更加注重设施互联、

数据开放、资源共享，更加注重地区部
门联动，不断增强政法综治工作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要牢固树立提高
服务民众水平的理念，通过大数据应
用，为群众提供多样性、个性化公共服
务，在周到、精细的服务中提升社会治
理水平。

孟建柱说，现在，不法分子千方百
计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实施犯罪活
动。美、英等国网络犯罪已成为第一
大犯罪类型，我国网络犯罪占犯罪总
数近 1/3，且每年以近30%左右幅度上
升。要坚持发展好自己是最大的安全、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善于把挑战变机
遇、把短板变杠杆，做主动发牌人，牢
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把体制机制改革
和科技创新成果紧密融合起来，把科技

创新成果运用到司法体制改革、公安改
革等各项改革中，提高防范打击犯罪的
能力，提高司法公正和效率。

孟建柱指出，随着大数据广泛应
用，数据主权已成为继边防、海防、空
防之后又一新的国家主权领域。要把数
据安全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来抓，支持优
势企业加快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在政法
系统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
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构建网络安
全综合防御体系，有效维护国家网络主
权和网络安全。

孟建柱最后满怀激情地说，大数据
时代是充满无限生机的时代，也是一切
皆有可能的时代。让我们站在时代潮
头，激发思想活力，把大数据等现代科
技手段与政法综治工作更紧密地融合起
来，为政法事业的发展进步谱写更加美
好的明天。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曹建明，中央政法委委员汪永
清、耿惠昌、吴爱英、陈训秋、黄明分
别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听取讲座。

树立战略眼光 增强机遇意识
创造性运用大数据提高政法工作智能化水平

⇨⇨上接第一版
周强介绍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四

中全会以来内地法院司法改革情况以
及近年来审理涉港案件和开展涉港司
法协助工作情况。周强表示，“十三
五”规划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
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香港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两地在法律领
域的合作空间很大，香港律师界大有
可为。希望大律师公会在推动内地与
香港司法案例和大数据合作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希望香港律师界与内地司

法界进一步加强交流，建立长期交流
机制，不断拓展合作空间，共同发挥积
极作用，促进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谭允芝对周强的会见表示感谢，
认为此次来访内容丰富充实，希望在
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将香港打
造成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
中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两
地法律交流中，香港大律师能有更多
贡献空间。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陪
同会见。 （吴延波）

周强会见香港大律师公会代表团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察
哈尔右翼后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
信用卡诈骗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
决。被告人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2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6 年 3 月 7
日，李某在某农村信用联社自动柜员
机办理业务时，捡到宋某所有的银行
卡一张。李某后将该银行卡密码破
解，于当日先后分三次取走卡内人民
币5200元，并将其中4800元存入其
女儿卡内。案发后，被告人李某到公
安机关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并将所得款项全部退还被害人宋
某。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捡
到被害人宋某的银行卡并破解密码取
钱，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活
动，且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
诈骗罪。被告人李某犯罪后能够自动
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依
法认定为自首。因被告人李某在案发
后积极退赔了被害人宋某的全部经济
损失，且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罪表
现，故酌予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依法
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史秀永）

用捡到的银行卡取钱 构成信用卡诈骗获刑

⇨⇨上接第一版 红军将士上演了世
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
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习近平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
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
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
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
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
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
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
倒、奋勇向前。伟大长征精神，作为
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
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
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
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强调，弘扬伟大长征精
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
斗；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必须把人民放
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
生活而矢志奋斗；必须把握方向、统揽
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
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必
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
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
强大军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
平而矢志奋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

习近平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
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
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伟
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
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
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
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
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
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
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强调，长征胜利 80 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
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进行
了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
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
利。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前人的事
业，进行着今天的奋斗，更要开辟明天
的道路。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前
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
精神，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发愤图强、奋发
有为，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
业推向前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
新的辉煌。

李克强在主持大会时说，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 80 年前红
军长征这一革命壮举、壮丽史诗和巍
峨丰碑，总结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和深
刻精神内涵，提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
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的六方面要
求。要认真学习、深入领会，把伟大
长征精神贯穿到各项工作中。长征对
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
响；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将更加有力地
推动新时期我们党、国家、军队各项事
业发展。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面
对、善于战胜各种困难挑战，以更昂扬
的斗志、更积极有为的举措，走好新的
长征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
束。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
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大会。

老红军、老同志代表，中央党政
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
表，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代表等约
3000人参加大会。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