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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0月27日（总第7162期）

本院受理程华国申请宣告姜庭梅失踪一案，经查：姜庭梅，
女，1969年11月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22732196911020229，汉
族，住安徽省广德县东亭乡阳岱山村小岗55号，与申请人程华国
系夫妻关系，于2006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11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知道姜庭梅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安徽]广德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马明富要求宣告失踪人吴秀清死亡一案，本院已经受

理。因吴秀清下落不明满4年，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特发出寻找失踪人吴秀
清（吴秀清，女，1933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信阳市浉河区
柳林乡塘埂村18号，住信阳市羊山新区温馨养老院，身份证号
413023193311057723）的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吴秀清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
将依法宣告吴秀清死亡。 [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葛权、葛素素、葛转申请宣告刘红梅失踪一案，经
查：刘红梅，女，生于1973年8月14日，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陶
营乡上岗村西葛庄组身份证号412902197302217988。其于2007
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10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月，希望刘红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刘红梅失踪。

[河南]邓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何政泽申请宣告黄

美芝失踪一案，申请人何政泽称，被申请人系申请人的母亲，
2007年5月份被申请人黄美芝离家出走，至今了无音信，下落不
明已达10年。下落不明人黄美芝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黄美芝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黄美芝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黄美芝情
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肇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邢菊香申请宣告邢
菊芳死亡一案。申请人邢菊香称，邢菊芳（又称刑菊芳，女，1961
年5月5日出生，汉族，原住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街户部巷社区
广福坊40号）于1979年6月失踪，之后下落不明，至今失踪已超
过4年。下落不明人邢菊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

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邢菊芳
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邢菊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邢菊芳情况，向本院报
告。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付贞雅申请宣告
代金钱失踪一案。申请人付贞雅称代金钱自2007年7月外出至
今未归，经多方查找，下落不明。下路不明人代金钱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代金钱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代
金钱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其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代金钱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竹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郭迪英申请宣告
被申请人李群飞死亡一案，申请人郭迪英称，2013年10月李群
飞因大脑受伤从家中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已满4年。下落不明
人李群飞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
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群飞将被宣告死亡。
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群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
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群飞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南]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付思敏申请宣告王花香失踪，唐佳勤、唐佳贝申请宣

告李小卫失踪二案，经查：王花香，女，197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
农民，住祁阳县羊角塘镇万福村10组；李小卫，女，1980年2月18
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祁阳县龚家坪镇甸中间村8组；王花香、李
小卫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
王花香、李小卫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祁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季风英申请宣告陈
永鹏死亡一案。申请人季风英称，其与陈永鹏系母子关系，曾共
同生活居住。2011年8月，陈永鹏无端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陈永鹏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陈永
鹏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永鹏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陈永鹏情况，向本院报
告。 [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秀芹申请宣告卢余良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卢 余 良 ，男 ，1967 年 1 月 29 日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412321196701293920，汉族，原居住于苏州市吴中区龙港二村10

幢 102 室，于 2008 年 2 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卢余良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
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同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盛鑫、盛勇、王玉娥申请宣告盛世进死亡一案，经

查 ：盛 世 进 ，男 ，1969 年 9 月 15 日 生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320721196909155234，汉族，居民，连云港市赣榆区人，住连云港
市赣榆区石桥镇韩口村渔一队211号。2014年9月20日凌晨4时
许，盛世进在其所有的14089号渔船上出海作业时，因船体机舱
漏水沉船，盛世进落水失踪，已不可能存活，现请求法院公告其
死亡。公告期间为1年，请盛世进本人在公告期间内向本院申报
你的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其他知道其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
告期间内将所知道的情况向本院报告，否则公告期间届满，被申
请人盛世进将被宣告死亡。 [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曲士冲申请宣告张菊利死亡一案，经查：张菊利，
女，1962年9月16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626196209160821，
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启东市和合镇临海桥村十八组4号，于2004
年6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张菊利应当在规定期间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
否则，张菊利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张菊利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 [江苏]启东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上官智勇申请宣
告上官群华失踪一案。申请人上官智勇称，2011年5月1日上官
群华离家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上官群华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上官群华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
人上官群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上官群华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西]抚州市东乡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段海兰申请刘春
根死亡一案，申请人段海兰称，其夫刘春根于2003年春节后外
出，此后一直未回家，家人多方寻找无果，现其与家人失去联系，
不知下落。下落不明人刘春根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将被宣
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刘春根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刘春根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西]吉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莹琦申请宣告杨文玉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杨文玉，男，汉族，1954年7月18日出生，户籍地沈阳市铁西区国
工二街33-6号。杨文玉于2006年8月失踪，至今未归。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杨文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巧珍申请宣告徐岳定死亡一案，经查徐岳定，

男，1929年5月27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30622192905270715，
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朝晖路188号，于2008年
5月8日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徐岳定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德林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张丽梅死亡一案，本院
于2016年10月11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现已届满，张
丽梅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2017年10月12日依法
作出（2016）辽0106民特16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张丽梅死亡，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王福玉：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宁0221
民初14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
还原告借款本金300万元、利息507935元（利息算至2017年4月30
日），合计3507935元；二、你按合同约定的逾期月利率18.85‰向原
告支付自2017年5月1日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
日止借款本金产生的相应利息。案件受理费34863元，公告费560
元，由你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
满之日起15日内（遇节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夏]平罗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立案受理(2017)粤 0304 民催 20 号
申请人昆山龙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营业部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10400052/27212252，出票人：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出票
金额：人民币45360元，出票日期：2016年10月31日，收款人：昆
山龙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7年3月28日，收款人
及最后持票人为申请人），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9月27日作出（2017）粤0304
民催20号民事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昆山龙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的号码10400052/27212252、票面金额人民币45360元的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营业部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昆山龙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有
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泽华化学工程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40200051/29123103号汇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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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
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北京泽华化学工程有限公司。二、公
示催告票据：银行承兑汇票40200051/29123103号汇票（出票人吉
林徽商特种电缆有限公司、付款行乾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收款
人江苏希波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票面金额壹拾玖万贰仟元、汇票到
期日2017年2月1日、持票人北京泽华化学工程有限公司、背书人
辽宁裕通石化机械仪表有限公司）。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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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乾安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州市润凯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徐州分行银行承兑汇票1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票号为30900053 28035580、出票金额为人
民币伍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7年2月21日、出票人为徐州徐工随车
起重机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徐州徐工物资供应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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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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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要深刻认识新时代
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深入理解我
国发展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我
们党在新时代肩负着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的新使命，踏上了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们要
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汪永清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
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历史性
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要充分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
题，昭示了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是
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
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十九
大的重大理论成果。

汪永清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过
去五年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
历史性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
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
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
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
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
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
事。五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最
根本的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
引。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举旗定
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强基固
本，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
领导能力，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的衷心拥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
高度赞誉。

汪永清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
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
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
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要深刻学习领会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分两步
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目标，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要深刻
学习领会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
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的新任务，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深
化依法治国实践，深化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要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建设
的新要求，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
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
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在世界
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
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
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
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
导核心。

汪永清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作为中央
政法委机关“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最重要的内容抓紧抓好。
机关领导班子要带头示范、先学一
步，领导干部既要抓好职责范围内学
习贯彻的组织推动工作，又要带头深
入学习、为党员干部树立标杆。要认
真研读十九大文件，原原本本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和会议期间所
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原原本本学习党
章修正案，准确把握丰富内涵和精神
实质，真懂、真信、真做，做到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真正用
十九大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

汪永清强调，要充分利用各种学
习方式和渠道，务实有效地推进十九
大精神学习贯彻。机关理论学习中心
组要制定计划，分专题进行深入集中
学习研讨。机关党委要制定意见，对
机关学习贯彻工作作出具体安排。要
组织学习宣讲，邀请中央宣讲团成员
和有关领导、专家，全面讲解十九大
精神。要举办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集中时
间学习培训。各党支部要采取多种形
式，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灵活学、
深入学、持久学，确保学深学透。机
关要组织学习交流，为党员干部搭建
学习交流平台。

汪永清要求，要以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进一步提高机关各项工作水
平。要紧密联系思想工作实际，围绕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求，深入思考新时代政法工作的使命
与担当，研究提出如何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思路措施。
要对照十九大精神梳理工作，把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同谋划明年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工作思路结合起来，同破解
政法综治工作的实践难题结合起来，
同加强机关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
来，研究每一个问题、起草每一份文
件、处理每一项工作，都要认真对照
十九大精神、切实贯彻十九大精神，
真正把十九大精神落实到本职工作中
去。要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锐意
进取、埋头苦干，在推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为党分忧、
为党尽责、为党添彩。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
办主任陈训秋，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景汉朝、白少康、雷东生出席会议。
中央政法委机关在职和离退休副局级
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上接第一版 老干部们多数年事
已高，有的身体健康欠佳，我们必须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展抢救性访谈，
通过面对面地采访，让老干部们以口
述的方式将其经历和思想讲出来，不
仅有助于详实记录最高人民法院的发
展脉络，丰富和完善人民法院历史资
料，而且对开展法治传统教育和法官
培训，繁荣审判理论研究有重要价

值。承担这项任务的部门要严格按照
周强院长的要求，密切配合协作，明
确工作目标，确定专门人员，分清轻
重缓急，确定采访对象，排列采访顺
序，做到工作安排有条不紊。具体参
与采访的人员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
熟悉访谈对象，拟好访谈提纲，携带
相关资料，圆满完成采访任务。

（王保森 褚 宁）

胡云腾主持访谈老干部工作座谈会

⇨⇨上接第一版 要坚定不移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破除制约司法能力的体制机
制障碍，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
力。要大力加强智慧法院建设，给新时
代人民法院工作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周强要求，要牢牢坚持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
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大力推进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
业化建设，着力提升法院队伍适应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
要发挥典型引路作用，组织广大干警深
入学习邹碧华、方金刚等同志先进事迹，
努力做新时代公正为民的好法官、敢于
担当的好干部。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继续
整治“四风”问题，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
理、从严监督，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
败行为，确保公正高效廉洁司法。

周强要求，要把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

政治任务，在人民法院迅速兴起学习贯
彻热潮。各级法院干警特别是领导干
部要深入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切实找
准十九大精神与人民法院工作的结合
点，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思路，确保学到
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真正把“四
个意识”落实在行动上，确保党中央决
策部署在人民法院落地生根。要按照
中央要求，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提
高干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要通
过集中宣讲辅导、专题培训班、党组中

心组学习、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
生活会等形式，组织干警深入学习十九
大精神，把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各级法院
法官培训的必修课，确保十九大精神真
正入脑入心。要总结宣传推广各级法
院和广大干警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典型事迹和良好风貌，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引向深入，凝
聚起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的强大力量。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
院长沈德咏，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
新，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少平、南英、姜
伟、张述元，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徐家
新，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最高人民法
院纪检组组长刘海泉出席会议。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胡云腾、
刘贵祥、裴显鼎列席会议。

（余茂玉 许 昊）

⇨⇨上接第一版
冷溶表示，“新时代”具有丰富内

涵，报告用了“五个是”作了精辟概
括。一是，这“是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这句话
是讲新时代的中国要举什么样的旗、走
什么样的路的问题。二是，这“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句话是讲
新时代要完成什么样的历史任务、进行
什么样的战略安排的问题。三是，这

“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
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时代”。这句话是讲新时代要坚持什
么样的发展思想、达到什么样的发展
目的的问题。四是，这“是全体中华
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这句话是讲新
时代要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实现什
么样的宏伟目标的问题。五是，这

“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
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句话
是讲新时代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国际地
位、要对人类社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的
问题。

用党的领袖来命名理论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通
行做法

“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了许多历
史性成就，其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

是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创立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王晓
晖指出，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大通过的党
章修正案把这一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
南，是十九大的一个突出亮点和重大的
历史贡献。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王晓晖表示，
用党的领袖来命名理论或者指导思想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通行做法，
比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比如我们
国家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
智慧的结晶，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总
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习近平同志。他
为这个理论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发
挥了重大作用。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一理
论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体现了我们
党在理论上的成熟和自信。

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及其“两步走”
战略安排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分‘两步走’的战
略安排。”在杨伟民看来，这完整勾画
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
路线图。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改
革开放之初到 1990 年主要解决人民的

温饱问题；第二阶段，1991 年到 2000
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阶
段，2001 年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第四阶段，2021 年到 2035 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五阶段，2036
年到 2050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杨伟民强特别指出，当前，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发展已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提GDP 翻番
目标，是为了更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发展。

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
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江金权在发布会上介绍说，党的十
九大报告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
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这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
大创新。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
设。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
代表者，是有着共同政治纲领、政治路
线、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在十九大确
定的新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党的政
治建设是最重要的，是统领、是核心，
决定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政治建设
是其他建设的根和魂。政治建设抓好
了，对党的其他建设可以起到纲举目张

作用。这是党的十九大在党建方面最大
的创新。

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
大政治体制改革

针对“纪委与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
后，既执纪又执法，是否意味着纪委的
权力进一步扩大”的问题，中央纪委副
书记肖培表示，这绝不意味着纪委和监
委权力的扩大，只能意味着纪委和监委
的责任大了，担当要更大。

肖培表示，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大
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解这一问题要抓住
四个关键词。一是合署办公。反腐败九
龙治水不行，必须把拳头攥起来。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要加
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二是职
责权限。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要依法
赋予监察机关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三
是调查手段。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赋予了 12 项
调查措施，都没有扩大权力。对于法学
界关注的技术侦查，仍然按照现有规
定，由严格的审批程序决定以后，交有
关部门实施，监委不重复、不替代。四
是留置调查。总书记提出要用法治思
维、法治方式惩治腐败，为我们指明了
方向。将要制定的国家监察法，对留置
的审批程序、使用条件、措施采取的时
限都会做出严格的法律规定，这必将进
一步推动反腐败工作法治化。

党的十九大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陈老太最近遇到了不顺心
的事情，自己住了十多年的房子突然哗啦
啦漏水了。阳台和客厅的屋顶、墙皮都浸
泡起皮了，电路也遭到破坏开不了灯了。
陈老太找到楼上在装修的邻居老张讨说
法，老张道歉说：“我家正在重新装修卫生
间，这两天赶紧修好保证不会再漏水。”

陈老太很信任十多年的邻里之情，

又观察了一个星期发现家里果然没有再
漏水。陈老太就打算对屋顶、墙皮和电
路进行修复，便去找老张商量。老张带
着工人跟着陈老太进屋查看受损情况，
却发现了蹊跷：“我家修卫生间，怎么
会漏水到你家阳台和客厅呢？你家漏水
不是我家造成的吧。”陈老太也懵了，
老张是要推卸责任啊，可老张的话听着

却又像那么回事。
俩人商量着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起诉，让法院来评判一下陈老太家
的漏水到底是不是老张家修卫生间造
成的。海淀法院依法委托了建筑工程
质量类司法鉴定机构对本案的专业问
题进行鉴定。司法鉴定人对陈老太家
和老张家进行勘验后表示：由于老张

家卫生间已修复，防水工程已完工，
无法进行现场重建，所以也无法确定
陈老太家的漏水与老张家修卫生间有
没有因果关系。这下陈老太是有苦说
不出了。

最终，在法官的解释和劝说下，陈
老太决定撤诉。

（石晓倩）

楼下漏水≠楼上装修责任
法院：装修已完工难定两者因果关系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上接第一版
李少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为港澳特别行政区的
未来发展指出了方向、明确了要求，
提出要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
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
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希望两地法院
乘着十九大的东风，进一步加强司法
交流协作，服务和保障“一国两制”
在澳门成功实践，不断增进两地民众
福祉。

岑浩辉表示，通过此次参访，进

一步深入了解了祖国国情，特别是近
年来内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的巨大成就；尤其是韶山之行，对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努
力，实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奋斗史、发展史有了全面深刻
的认识，有效增强了澳门法官的民族
意识、国家意识。近年来，内地法院

在司法公开、司法为民、信息化建设
及法院执行工作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
斧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很多方
面已走在世界前列，值得澳门特区法
院学习借鉴。澳门特区法院将持续深
化与内地法院的交流合作。

代表团参观访问了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韶山市人民法院，与当地法

官进行了座谈交流，并将参访成都市
武侯区人民法院。湖南参访期间，代
表团参观了韶山铜像广场、毛泽东同
志故居等，并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
篮，深切缅怀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
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一巡回
法庭庭长刘贵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王海萍，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有关
负责同志分别陪同参访和会见。

（吴延波）

李少平会见澳门特区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