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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记者
霍小光 张晓松 蔡玉高）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13 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出席仪式。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
席仪式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馆集会广场庄
严肃穆，现场国旗下半旗。广场西侧巨
大的“灾难墙”上，灰黑的底色映衬着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14

个白色大字。约1万名各界代表胸前佩
戴白花，静静肃立。

9时58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步入仪式现场，站在各界代表方阵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18 名
礼兵肩枪齐步行进至公祭台两侧伫立。

10 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军乐团
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的歌声响彻云
霄。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默哀。同一时间，公祭现场和南京全
城拉响防空警报，汽车、火车、轮船汽
笛齐鸣，行人就地默哀。

默哀毕，军乐团演奏《国家公祭献
曲》，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礼兵
抬着8个花圈，缓步走上公祭台，将花
圈敬献于“灾难墙”前。80 名南京市
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

之后，俞正声发表讲话。他表示，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为的是深切缅怀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缅怀惨遭日本侵略
者杀戮的所有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
民族英雄，缅怀同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
本侵略者献出生命的国际战士和国际友

人，宣示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庄严表达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俞正声指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
才能更好开创未来。战争是一面镜子，
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日本军
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
成巨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伤
害。中日两国要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
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共同为
人类和平作出贡献。

俞正声强调，和平需要国际社会共
同努力，需要大家一起坦诚面对历史。

为了和平，世界各国人民要同心协
力，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共
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俞正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
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在新的征程上，中国人民将自觉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
导下，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
幸福生活。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

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共同
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俞正声讲话后，6名南京市各界
代表3 次撞响“和平大钟”。随着深
沉悠远的钟声，3000 只和平鸽凌空
飞翔，寓意着对 30 万死难者的深深
追思和圆梦中华的雄心壮志。

公祭仪式结束后，习近平走进纪
念馆展厅，参观了《南京大屠杀史实
展》。参观结束时，习近平在签字簿
上庄重签名。

随后，习近平亲切会见了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代表和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亲属代
表。

丁薛祥、刘鹤、刘延东、许其
亮、吉炳轩一同参加上述活动。

黄坤明主持公祭仪式。
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老战士

和老同志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
门和东部战区、江苏省、南京市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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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澳台同胞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亲属代
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和遭
受过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亚洲国家驻
华使节代表，以色列等国家驻华使
节代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
同胞亲属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
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80年前的1937年12月13日，侵
华日军侵入南京，对我同胞实施长达
40 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 万生
灵惨遭杀戮，留下人类文明史上最黑
暗的一页。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
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本报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者
罗书臻）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
称《解释》，全文及答记者问见三版），
自2017年12月14日起施行。制定并发
布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司法解
释，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重
要论述，依法保护患者合法权益，保障医
药卫生事业发展，推动构建和谐医患关
系，促进平安医院建设，助推健康中国战

略实施的有力举措。
《解释》共二十六条，分为适用范

围、当事人主体资格的确定、举证责
任、鉴定程序、责任承担、附则等六部
分，重点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界定了 《解释》 的适用范
围，即患者以在诊疗活动中受到人身
或者财产损害为由请求医疗机构，医
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血液提
供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案件，适用本
解释。同时明确将医疗美容损害责任
纠纷纳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范围，为

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医疗美容责任纠纷
提供基本遵循。

二是明确了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
条规定所涉及到的举证证明规则。

《解释》以构建和维护和谐医患关系
为出发点，明确了患者主张医疗机构
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医疗机
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无法提交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
活动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
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
民法院应予准许。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 严剑漪 通讯
员 张硕洋）由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共同主办的

“知识产权 （司法） 保护国际交流与
争端解决机制”论坛12月12日在上
海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
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副总
干事王彬颖、上海市副市长陈群、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出席论
坛并致辞。来自WIPO和中国、比利
时、南非、新加坡等国的知识产权法
官、仲裁调解员、知识产权专家学者
和业界人士共200余人参加了论坛。

陶凯元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战略支撑。今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周强应邀访问了WIPO总部，最

高人民法院与WIPO签署了司法交流
与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月，最高人民
法院首次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纲要（2016—2020）》。5月，WIPO总
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到访最高人民法
院，并参观了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成就展，对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陶凯元强调，中国法院将继续完
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
并不断加强与 WIPO 及其他仲裁机
构、行业协会和调解组织的沟通，构
建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最
高人民法院将与WIPO在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的信息共享、案例研究、人员
培训等方面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务实
合作，为促进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
展和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延安 12 月 13 日电 （记者
李 飞 通讯员 惠兴文）为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在陕甘宁边区高
等法院成立 80 周年之际，12 月 12 日至
13日，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革命老
区法院工作新局面”座谈会。来自最高
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江西
瑞金、贵州遵义、甘肃庆阳等革命老区的
10 余家法院，西北政法大学、北京大学
法学院等全国 20 余所法律院校的专家
学者和原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
天、马锡五、代院长王子宜等革命司法前
辈的后代共计6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与会代表围绕“新时代人民法院工
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老区
法院建设与发展、如何传承弘扬人民司
法优良传统”“加强司法领域意识形态教
育培训和阵地建设”“促进德法兼修、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强化法院育人”等论题

进行了深入地交流。会议期间，与会代
表专程到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实
地感悟习近平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参
观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和审判史陈
列馆。通过参观学习和座谈交流，与会
代表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理解和把握，更加深刻地领悟到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明确了新时代
人民法院工作的新任务，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的需要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增强
了运用延安精神和人民司法优良传统铸
魂育人的自觉和自信。

近年来，延安中院大力弘扬人民司
法优良传统，不断加强司法领域意识形
态教育培训和阵地建设，积极开展陕甘
宁边区司法研究，先后接待全国各地政
法干警7万余人来旧址参观学习，今年
为全国各地法院联系协调举办革命传统
教育培训班40余期，为加强人民法院队
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维护人民健康权益 促进和谐医患关系

最高法发布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

习近平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俞正声出席仪式并讲话

陶凯元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与争端解决机制”论坛上强调

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务实合作
为促进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和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延安举办革命老区法院工作发展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孟焕良 通讯员
武新邦 方 好 宋朵云） 12 月 12 日
上午，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院通过远程
视频的方式，跨省、跨部门、跨监区同
步视频连线庭审，依法审理了三起民商
事合同纠纷案件。此次庭审是浙江、安
徽两省首次进行三地同步视频开庭。

据悉，上述三起案件的被告王某、
赵某、钱某、袁某均在位于浙江的监狱
服刑。其中被告王某、赵某关押于浙江
省杭州市乔司监狱不同监区；被告钱
某、袁某关押于浙江省金华监狱不同监
区，若按照传统开庭审理方式，不但费
时费力，而且存在安全风险。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请求同步庭审视频连线协助
的函后，协调相关监狱、信息部门，给
予人员力量和网络设备等物质技术方面

的支持，并依托浙江法院设在乔司监狱
和金华监狱内两个数字法庭与濉溪法院
科技法庭进行连线对接，保障三地远程
视频庭审活动顺利进行。

濉溪法院在安徽高院和淮北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下，于庭审前进行
了周密的工作部署，派出两组技术保障
人员和法警分赴杭州、金华两地，确保
庭审工作正常进行。庭审过程全程画面
清晰流畅、声音清楚，法官对案件事实
与证据形成全面、充分的感性认识，达
到预期效果。庭审结束时，书记员远程
将庭审笔录传送到监狱，狱警打印后交
由当事人签字，整个庭审便捷顺利。

本次三地同步视频连线庭审的顺利
开展，大大减轻了法官远途开庭的辛劳，
提高了办案效率，降低了诉讼成本，充分
发挥了远程视频信息化网络平台的作用。

依托科技法庭进行连线对接

浙皖两省三地同步视频庭审

近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30多名执行干警在与相关部门联动配合下，对
高峰镇雷家村12组3号一处土地及地上建筑房屋进行强制执行。当天上午9时30
分，执行干警到达现场并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和分工迅速展开工作。10时30分，
在各方的努力配合下，执行工作圆满结束，腾退出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顺利交接给
申请执行人。图为该院法官仔细核对现场执行笔录。

李富文 摄

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南京隆重举行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习近平、俞正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仪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南京隆重举行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这是习近平在广
场仪式结束后参观《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本报讯 （记者 潘 静） 12月
11 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法院开展“冬日
暖心”涉农民工民生案件集中执行统
一行动的有关情况。

为了让广大农民工兄弟在年关拿
到辛苦工作一年的血汗钱，甘肃高院
决定自2017年12月11日起至2018年
2 月 28 日，在全省法院部署开展为
期 80 天的“冬日暖心”涉农民工民
生案件集中执行统一行动。此次集中
执行统一行动将重点着力解决执行工
作中群众反映强烈、与百姓利益息
息相关的涉农民工劳务报酬案件执

行难问题，通过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
心功能作用，进一步强化执行调查手
段、加大强制执行力度、拓宽执行救
助途径、落实执行公开举措，努力构
建民生案件优先接待、优先立案、优先
执行、优先兑付执行款等长效机制，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新要求、
新期待。

此次涉农民工民生案件集中执行统
一行动的案件范围主要包括涉及广大农
民工生存生活的追索劳动报酬、工伤保
险赔偿两类案件，同时兼顾其他民生案
件。通过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优先执行
举措，实际执结一批、依法制裁一批、

执行救助一批、集中曝光一批，力争
使有执行条件的涉农民工民生案件全
部执结，能够执行的被执行人财产全
部执行到位，对没有执行条件存在生
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实施救助，严厉
打击被执行人恶意逃避和抗拒执行行
为，最大限度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
权益，使广大农民工兄弟真切感受到
司法的公正和关怀，有效化解社会矛
盾，维护社会稳定。

甘肃高院通过执行案件信息系统
筛选出 2016 年以来未执结的涉农民
工追索劳动报酬、工伤保险赔偿案件
3566 件 （含终结本次程序案件 2148

件），全部确定为本次集中执行统一
行动的执行任务下发各级法院，要
求全省各级法院成立由分管院领导
为组长的“冬日暖心”集中执行统一
行动领导小组，根据辖区任务制定
行动方案，做好动员部署，落实

“定承办人、定督办人、定执行措
施、定执行期限、定执行目标及领
导包案”的“五定一包”工作责任
制，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集中
执行，确保按期圆满完成本次集中
执行统一行动的目标任务。甘肃高
院根据省总工会、省建设厅、省人社
厅提供的全省涉农民工维权案件情
况，确定100起案件重点挂牌督办。

集中执行统一行动期间，甘肃
高院将选取省内典型案件和大型行
动，联合甘肃广电总台、中国甘肃
网开展网络（电视）直播，通过最
直观的形式展现执行工作全过程，
继续保持对“老赖”的高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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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开展80天“冬日暖心”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