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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10 月 24 日，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闭
幕。连日来，全国各级法院迅速召开
会议，对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行部署。全国法院干警纷纷表示，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导法院工作，把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体现在工作上、落实
到行动中。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胡毅峰强调，全区各

级法院要把学习贯彻宣传十九大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和重大政治责任，迅速掀起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要深刻
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和准确把
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
点，在围绕中心工作、强化司法服
务、保障大局上取得新突破。要深刻
理解和准确把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建设平安中国的新举措，在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上取得新突破，继续加
强基层基础建设，坚守廉洁执法底
线，全力构筑好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道防线。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寇昉
强调，全面做好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法院的首要政
治任务。要牢牢把握聚焦大局、服务
大局、保障大局的职责使命，找准工

作着力点，增强服务主动性，充分发挥
司法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有力司法保障。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和“七大发展战略”，围绕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准脱贫、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妥善审
理好相关案件。要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依
法治国战略部署，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
制综合配套改革，矢志不渝抓好各项改
革部署落地落实。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周继业指出，全省各级

法院要加强领导、精心安排、周密部
署，制定方案，迅速掀起学习领会、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全会精
神的热潮。要把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
神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切实做到入脑入心，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要紧盯审判执行第一要务，继续加
大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力度，继续绷紧
安保维稳这根弦，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
这一改革的“牛鼻子”，统筹推进改革
举措，大力加强智慧法院建设，促进审
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马新
岚强调，全省法院要深

刻认识党的十九大的重大意义，始终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实现党
的十九大确立的各项目标任务而不懈努
力奋斗。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学好学深
学透，并与认真学习贯彻党章、学习党

的十九大各项决议、十八届中央纪委工
作报告等融会贯通起来，全面理解掌握
党的十九大精神。要狠抓执法办案第一
要务，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
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葛晓
燕指出，学习好、领会

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最关键、
最重要的就是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砥砺前行、争
创一流，全力以赴做好新时代全省法院
工作。全省法院要以“坚持弘扬井冈山
精神，争创一流工作业绩”为总抓手，
认真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转为化实实在在
的行动，深入研究审判工作为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有针对性
地制定具体贯彻落实措施，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省法
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生动实
践，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李静
指出，党的十九大是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
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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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写入党章，是党
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全省各
级法院、省高院各党支部要通过各种形
式，组织干警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学
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十九大精
神，进一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十九大精
神上来，自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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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动工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龚稼
立要求，要把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把思想认识统
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
想、新目标、新方略、新征程上来，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以十九大精神为
指引，以更高的站位推动司法改革，全
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进一步提升司法公
信力，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关切、维护人民
权益、保障和改善民生，紧紧围绕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增强人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 王洁瑜 朱 旻 姚晨奕
程 勇 蔡 蕾 林晔晗 通讯员 梁
夏 马 群 王 成 周瑞壬 毛灵军
胡佳佳 柳晓琴）

今日导读

认真学习宣传
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

内蒙古

伟大时代催人奋进，伟大事业薪火相传。举
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
闭幕。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继往开
来、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批准了习近平同志代
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党
章修正案，审查、批准了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顺利实现了党的中央领导
集体的交替，充分体现了全党的意志，反映了全
国各族人民的意愿。

这次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大会，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
义、实践意义。

党的十九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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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
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使命，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
署。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承担着维护公
共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和谐
稳定的重要职责和使命，是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不可或缺的
一支重要力量，全国各级法院要把思想和行动迅
速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全面理解把握新时代
新斗争的新要求新挑战，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
姿态走进新时代。

武装头脑是走进新时代、拿出新行动、激发
新作为、焕发新精神的先导。人民法院要把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用十九大精神武
装头脑，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
和重大政治责任，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热潮。各级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要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摆上
突出位置，抓好工作落实，务求取得实效，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人民法院落地
生根。要创新学习形式、提升学习效果，引导干警准确把握十九大精神实质，
深入领会十九大报告丰富内涵，确保学在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努力推
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发展进步。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领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也是贯穿党
的十九大报告的灵魂，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人民法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首先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来，深入领会其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深入
领会贯穿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强烈历史担当、求真务实作
风、勇于创新精神和科学方法论，更好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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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代表回来！”
“快来跟我们讲讲会议精神。”
10月26日18时，已经是下班时

间，但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大
厅却是一派热闹景象，该院干警已
经等候多时，欢迎党的十九大代
表、朝阳区法院奥运村法庭庭长刘
黎。

连夜赶出来60页的PPT

其实，从盛会下来，刘黎根本
没有好好休息。此前在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她和另一位十九大党代
表、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宋
鱼水，共同作了报告。报告一结
束，她就立即赶回了朝阳区法院。

报告一开场，带着黑眼圈的她

“愧疚地”说，这份PPT是她连夜赶做
的，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但当她开始讲
的时候，大家发现她的 PPT 近 60 页，
每页都有十九大报告细致的摘要原文和
解读。

刘黎表示，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全
面落实依法治国实践，建立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小组，这是报告亮点之一，对于
推动依法治国将会有特别深远的影响，

“我特别期待下一步的举措出台。”刘黎
说。

“十九大报告里还提到了司法体制
的配套改革。目前，司法改革四梁八柱
已经完成，现在处于‘内部装修’的阶
段，所以在报告中说到了‘综合配套改
革’，虽然只有一句话，但是这非常精
准。”刘黎表示。

报告中还提到了司法责任制的问

题，刘黎解释说这也非常关键。她认
为，司法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牛鼻
子”，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
者负责”，这正是司法改革的方向。

分享自己的上会“宝贝”

在作报告的过程中，虽然有些疲
惫，但是作为一名党代表的激动之情
写在刘黎的脸上。她说这次大会期
间，了解到朋友圈人人都在刷屏、观看
直播，甚至有人在户外用4G也要看直
播，放眼到全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都
在以不同的方式关注这次盛会……这
些使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
大，作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作为党
代表的光荣。

说着，她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

“宝贝”——代表证的照片以及在
人民大会堂前的照片。

“十九大报告全文气势磅礴。
落实到工作中，对一个基层法官来
说就是公正审判、司法为民，真正
地把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理念，
落实到每个案件中。通过每一个案
子的公正审理，让老百姓感受到公
平正义。”刘黎说。

一场精神的盛宴

听完整场报告，在场的干警对
于十九大报告有了更深的认识。

“金融案件审判关系到金融秩
序的维护，金融风险的防范。”“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
法治的地位将空前提高，对于我们
基 层 司 法 工 作 者 来 说 非 常 振
奋”……干警们纷纷表示要做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坚持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为祖国的发展夯实法律基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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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黎代表：对司法改革的信心更加坚定
本报见习记者 韩 璋

开栏的话
10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闭幕。大会闭幕

后，十九大代表陆续返回各自岗位，以多种形式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即日起，本报推出栏目“我从会上来 代表话盛会”，报道来自法院系统的
十九大代表讲报告、谈心得、谋发展，把党中央的精神带回基层的动态。

本报讯 （记者 罗书臻） 10月24
日上午，“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建
设圆桌讨论会在西安开幕。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出席
会议并致辞。他表示，实务界和法学
界要群策群力，共同加强研究，系统
研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相关
问题，切实提升服务和保障“一带一
路”建设的水平。

刘贵祥指出，四年来，共建“一带
一路”逐渐从倡议变为行动，从理念转
化为实践，取得丰硕成果。最高人民
法院积极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服务和
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和深
入。一是研究制定司法政策，对立足
审判职能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
本任务、工作要求、机制保障等作出总
体部署。 ⇨⇨下转第四版

刘贵祥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建设圆桌讨论会上表示

系统研讨“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相关问题
切实提升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水平

本报讯 10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第六巡回法庭分
党组书记、庭长张述元带领第六巡回法
庭党员干警来到延安，来到梁家河，开
展“参访革命圣地，牢记初心使命”主
题党日活动。

本次活动是第六巡回法庭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活动之一。之前，支
部组织大家阅读学习了院机关党委推荐
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大家驻
足寻访书中所载的一处处旧址，与了解
总书记当年知青生活的老党员交流畅
谈，无不对总书记当年胸怀崇高理想信

念、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
无不对总书记当年扎根农村做实事的为
民情怀而赞叹，无不为总书记当年在广
阔天地经受锻炼的意志品质所震撼。参
观后的党员大会上，大家抑制不住激动
的心情，发言踊跃热烈，延安干部学院
对延安精神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也应邀讲
授了热情洋溢的党课。

张述元在党员大会上指出，参访革
命圣地延安和梁家河，是第六巡回法庭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悟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
体行动。 ⇨⇨下转第四版

张述元在最高法六巡延安主题党日活动中强调

牢记初心使命 深刻领悟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各地法院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为实现十九大确立的目标任务不懈奋斗

吉 林

江 苏

福 建

江 西

湖 北

广 东

本报讯 10 月 28 日上午，最高
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第六巡
回法庭分党组书记、庭长张述元出席
西北政法大学建校 80 周年暨建设高
水平大学推进大会，在致辞中强调要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
法治人才培养合作交流，共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新时代。

张述元指出，西北政法大学建
校 80 年来，秉承陕北公学、延安大
学一脉相传的红色传统，恪守“严

谨、求实、文明、公正”的校训，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法律工作
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
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近年来，西北政法大学牢牢坚持正
确研究方向，积极服务于国家战略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一
带一路”建设、反恐怖主义法治研究
和基层社会治理课题研究方面取得了
重要成果。 ⇨⇨下转第四版

张述元在西北政法大学建校80周年校庆大会上强调

加 强 法 治 人 才 培 养 合 作 交 流
共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新时代

10月27日，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雁石法庭的法官们积极做好审
判延伸工作，来到雁石镇老人活动中心，热情地向老人们宣讲十九大精神，使
群众了解法院，支持法院，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图为法官们在向老人宣讲十九大精神。 简华良 邱熠枫 摄

本报讯 10 月 25 日至 27 日，第十
二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
长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
什干举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
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委托，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率团出
席会议。

会议期间，来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的最高法院院长、副院长围绕成员国法律
和司法制度改革、打击招募年轻一代加入
恐怖和激进组织、完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投资纠纷解决机制、提高成员国间的民
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效率四个议题进行
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会议讨论通过
并签署了第十二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最高法院院长会议联合声明。

⇨⇨下转第四版

杜万华率团参加第十二次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

图为刘黎在作宣讲。 曹 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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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全文见二、三、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