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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全票当选

贵州选举产生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

新华社贵阳 4 月 20 日电 （记者 刘茁卉
王新明） 4 月 16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贵州省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
贵州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在贵州参选的中央
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习近平同志，以全票当选党的
十九大代表。
20 日上午，大会举行正式选举。当大会宣
布习近平同志在选举中以全票当选党的十九大代
表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当前，贵州正处于脱贫攻坚、同步小康的关
键时期。“带着对贫困地区群众的牵挂，习近平
总书记在贵州参选，这是对贵州各级党组织的极
大信任，是全省广大党员的巨大光荣，是对贵州
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是对贵州脱贫攻坚的巨大
激励。”党员干部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到贵
州参选，展现了党中央新的作风形象，树立了良
好导向，对于进一步密切联系党员群众，加强和
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推动实施脱贫攻坚
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代表们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十
九大代表，是 730 多名省党代会代表的共同意
愿，代表了全省 170 多万名党员的共同心声，充
分体现了 4000 多万贵州各族干部群众对习近平
总书记的衷心爱戴，体现了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护。
贵州省党代会代表、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
学教师刘芳说：“听到总书记全票当选的消息，
我非常激动，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我是
一个盲人，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我的心能感受
到总书记对贫困地区的关心、关怀。作为一名
普通农村教师，我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用
心、用情回报学校、回报社会。”
“作为一名驻村干部、基层党员，我们有信
心把贫困搬下山、把幸福带上山。用我们的努力
把总书记的关心、党中央脱贫攻坚的惠民政策变
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省党代会
代表、钟山区大湾镇海噶村第一书记杨波说。
代表们表示，一定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到贵
州参选并全票当选的消息带回去，告诉广大党
员、群众，把总书记的关心和激励转化为干事
创业、脱贫攻坚的实际行动，凝心聚力，实干
苦干，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电视台联合开展评选

“2016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揭晓
本 报 北 京 4 月 20 日 讯 （记 者
罗书臻）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中
央电视台联合公布“2016 年推动法治
进程十大案件”评选结果，聂树斌被宣
判无罪案、“快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案、白恩培受贿被判终身监禁案等十大
案件入选 （入选理由详见三版）。
本次评选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
业务庭和各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层层筛选，
从全国法院2016年生效的1670多万案件
中确定了90余个影响较大、
对推动法治进
程意义较大的候选案件，
中央电视台也从
案件的影响力和对法治进程的推动力等
方面，
推荐了若干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

新闻局和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共同初评
后，
初选了21个参评案例在央视新闻微信
公众号、
《中国审判》杂志微信公众号等媒
体上进行网络投票，
广泛征求网民意见。
与此同时，将相关案件送相关著名法学、
新闻学专家评审。最后经评审委员会民
主投票评审，
评出了
“2016 年推动法治进
程十大案件”
。
记者获悉，本次十大案件的评选，
主要根据网民投票多原则，专家评审评
价高、投票多原则，案件审判对推动法
治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积极作用原则，
案件类别比例适当平衡原则等原则和相
关评审标准对案件进行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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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4 月 20 日 讯 （记 者
罗书臻）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
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 全文及答
记者问详见二版），决定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 根据国家赔偿法
及有关法律规定，结合近些年来人民法
院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工作实际，制定了
操作性强的规定，切实保障了赔偿请求
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申诉权，进一步规
范了赔偿监督案件的处理程序。
《规定》 共二十七条，主要内容包

括：一、明确了赔偿监督程序的适
用范围，即本规定仅适用于对刑事
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的监
督，行政赔偿案件的监督依照行政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执行。赔偿监督
有三种形式，包括赔偿请求人或者赔
偿义务机关申诉、人民法院内部监
督、人民检察院监督；二、规定了申
诉受理和审查程序，明确了申诉的主
体是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或
者其承继者，制定了申诉立案的条
件及审查申诉案件的原则、方式、

期限、处理意见；三、明确了人民
法院决定重新审理的情形，强调人
民法院对生效赔偿决定内部监督是
国家赔偿监督的重要途径；四、确
定了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的处理
方式，凸显人民检察院对生效赔偿
决定的法律监督职能；五、规定了
重新审理程序，细化了人民法院重
新审理赔偿案件的原则、方式、期
限、处理意见，确立了重新审理赔
偿案件一般遵循赔偿委员会审理程
序的规则；
⇨下转第四版

周强率团访问葡萄牙时表示

深化中葡两国司法合作
本报里斯本 4 月 20 日电 4 月 17
日至 19 日，应葡萄牙共和国最高司法
法院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
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率中国法院
代表团对葡萄牙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
期间，周强分别会见了葡萄牙最高司法
法院院长加斯帕尔、最高行政法院院长
戈梅斯、国家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米格
尔、科英布拉大学校长席尔瓦等。
在与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院长加斯
帕尔进行工作会谈时，周强表示，中国
法院正在围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目标，深入推进司法体制
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
义司法制度。中葡两国在司法领域一直
保持着密切交流与合作，司法领域高层
多次互访。此次率团访葡，主要目的是
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法官职
业养成、不同审级法院职能定位以及中
葡司法交流合作机制建设等内容进行探
讨，以增进了解、交流经验，相互借
鉴、推进合作，努力开创两国司法关系
发展新局面。2016 年 5 月，双方签署了
中葡司法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化了两国
司法领域合作。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
下，两国的司法交流与合作必将谱写出
新的篇章。
加斯帕尔表示，很高兴在美丽的里
斯本接待周强院长。去年率团访华期
间，中国法院先进的信息化系统和司法
活动的公开透明给葡萄牙代表团留下深
刻印象。周强院长此次来访，必将进一
步密切双方的交流、深化彼此之间的友
谊，为推进两国法治建设作出新贡献。
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双方就深化
司法交流合作达成诸多共识，一致同意
明年适当时间举办有关会议，就应对互

本 报 重 庆 4 月 20 日 电 （记 者
陈小康） 记者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今
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重庆
法院共受理一、二审知识产权案件
4666 件 ， 同 比 上 升 57.85% 。 审 结 一 、
二 审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4236 件 ， 结 案 率
90.78%，同比上升 62.74%。
据重庆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重庆法

本报广州 4 月 20 日电 今天，在
第 17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即将到来
之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宣传周活动，向社会公布
2016 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
案例。
十大典型案例既有专利权、商标权、
著作权等民商事案件，也有涉及知产审
判“三审合一”中的行政、刑事案件，包

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与葡萄牙最高司法
法院院长加斯帕尔进行工作会谈。
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 摄
联网带来的法律新挑战进行深入研讨。
同时，双方将共同推动建立司法案例研
究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重要
作用，促进双方共同提高司法水平。
在会见葡萄牙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戈
梅斯时，周强表示，在中国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与包
括葡萄牙在内的欧洲各国贸易和人员往
来更加密切，彼此之间的司法合作需求

不断增大。提升和发展中葡两国的司
法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助于为两国共
同繁荣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和服务，还有助于促进两国司法工作
发展乃至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周强表
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愿与葡萄牙最
高行政法院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双方
在司法领域尤其是行政审判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为促进两国及两国司法关

重庆去年受理一二审知产案4666件
涉电商平台案件大量涌现
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
著作权纠纷增
幅迅猛，
涉 KTV 著作权纠纷仍然高发；
涉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开始大量涌现，
权利人在起诉实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

广东公布2016年度知产司法保护十大案例
“非诚勿扰”
“新百伦”商标权纠纷案在列
括：
“非诚勿扰”
商标权纠纷案、
“新百伦”
商标权纠纷案、国立血清研究所与北京
万泰生物药业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

纷案、
“平安”
商标纠纷案、深圳基本生
活用品公司“名片盒”
外观设计专利权
纠纷案等。其中，
“非诚勿扰”商标权

系发展作出新贡献。戈梅斯介绍了葡
萄牙最高行政法院工作情况，表示愿
意与中国最高法院加强行政审判方面
的研究与合作，分享工作经验，共同
推进两国法治建设。
在会见葡萄牙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米格尔时，周强表示，去年 5 月葡萄
牙最高司法法院院长加斯帕尔访华之
际，专程参观访问中国国家法官学
院，并为培训班学员授课，取得良好
效果。周强表示，愿积极推动中国国
家法官学院与葡萄牙司法研究中心在
法官培训、司法大数据及案例研究等
方面加强合作。
在会见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校长
席尔瓦时，周强表示，科英布拉大学
是葡萄牙著名学府，特别是法学研究
享有盛誉，培养了大批优秀法律人
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愿积极推动所
属的司法案例研究院等机构，依托信
息化手段，与科英布拉大学在司法大
数据及司法案例研究等方面加强合
作，促进两国司法交流合作取得务实
成效。
在葡期间，周强一行先后参访了
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最高行政法
院、国家司法研究中心、科英布拉大
学等机构。
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院长加斯帕
尔全程陪同中国法院代表团在葡活
动，葡萄牙监察专员科斯塔、司法部
长范杜雷、总检察长维达尔等，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龚稼立、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海萍、贵州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潮、我驻葡萄牙大
使蔡润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
法官利马等参加相关活动。
（陈志远）

权的同时，
将相关电商平台作为共同被
告一并起诉。去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
理此类案件 221 件，
涉及电商平台较广
泛，
包括淘宝、苏宁、百度、搜狗、同程、
携程、艺龙、四季团等。涉电商平台案
件主要为著作权纠纷，
兼有部分商标权
纠纷和专利权纠纷，
主要法律争议在于
电商平台的责任问题。

纠纷、
“新百伦”
商标权纠纷案等，
由于
涉及知名企业品牌利益保护和市场份
额竞争，
社会影响大。
广东高院相关负责人说，随着广
东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专利
案件审理工作难度越来越大，疑难复
杂问题不断涌现，需要法院在新的领
域和业态下对新类型商业模式和行为
进行规范。 （潘玲娜 张苏柳）

受贿 5352 万余元

国台办原副主任龚清概一审获刑十五年
本 报 安 阳 4 月 20 日 电 （记 者
罗书臻） 今天，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宣判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原
副主任、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
龚清概受贿案，
对被告人龚清概以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人民币五百万元；
对龚清概受贿所得财物
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6 年至 2015 年，被
告人龚清概先后利用担任福建省晋江市
人民政府市长、中共晋江市委书记、福建
省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福建省委
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兼管理

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
位或个人在征用土地、工程建设、调整规
划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索取或非法收受
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5352.9186 万元。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
龚清概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龚清概
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主动交
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
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
全部追缴；检举揭发多人违纪违法线索，
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依法可以
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黄沙港法庭：
村前案说情理法
陈 灿 顾明旺 文/图
4月18日，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黄沙港人民法庭
在海通镇团塘村合并审理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和一起
名誉权纠纷。应当事人要求，
法官邀请电视台前来报道。
因当事人情绪激动，
近百名村民旁观，
庭审现场
较嘈杂，
在开庭前，
该庭庭长董士玲用方言讲解法庭
纪律规范、庭审秩序和名誉权纠纷含义等法律知识。

庭审中，法官先审理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
告洪某要求被告邵某承担医疗费、伙食补助费等费
用总额的一半计 3.7 万元。随后，审理原告袁某与被
告邵某名誉权纠纷一案。本案中，原告袁某系交通
事故中当事人洪某的丈夫。因双方分歧较大，不愿
调解，
法官决定择日宣判。

①

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受贿案一审开庭
本 报 常 州 4 月 20 日 电 （记 者
罗书臻） 今天，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河北省委
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受贿一案。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8 年
至 2016 年，被告人张越利用其担任中
共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公安厅厅
长、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
职务上的便利，为河北隆基泰和实业集
团等单位和郝荆州等个人在土地开发、
工程承揽、案件处理、职务晋升等事宜
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收
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 1.57885012 亿元。张越主动到
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认罪态度较
好，大部分涉案赃款赃物已依法查封、
扣押。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被告人张越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
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
了意见，张越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
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 60 余人旁听
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
判。

③

②

图①
①：庭审现场。
图②
②：举证质证。
图③
③：庭审后，法官与被告家属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