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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4日电 （记者 乔
文心） 在今天举行的“12·4”公众开
放日活动上，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典型案例 （文见三版）。最高人民法院
研究室主任姜启波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回
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
林文学主持发布会。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六件案例直接
对应民营企业家所关心的《关于完善产
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要求
的具体落实问题。如：张某强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案对应“以发展眼光客观看
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

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
不规范问题”，中科公司与某某县国
土局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对应

“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
设”。此次发布的其他案例还分别对
应“合理界定征收征用范围，及时保
护企业合法权益”“提高知识产权侵
权法定赔偿额，解决知识产权维权成
本高、侵权成本低的问题”“严格规
范案涉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严格区
分犯罪所得和企业家个人合法财产及
企业合法财产”“完善案涉财物保
管、鉴定、估价、拍卖、变卖制度”。

姜启波介绍，本批六件保护产权
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中，有五

件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二审、再审、
复核或者执行申诉等程序纠正、改判
地方法院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方
面出现错误的案件，体现了最高人民
法院以上督下，加大对下监督和指导
力度，为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权
益出实策、想实招的态度和决心。

姜启波表示，最高人民法院选择
在“12·4”宪法日向社会发布本批
案例，是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关于毫不动摇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针政
策的具体措施，是坚持我国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入推进依法治国
的具体行动，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在第五
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
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
依宪执政。我国现行宪法是在党的领导
下，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
设、改革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
善的，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
度统一，具有强大生命力，为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法治保
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完善宪法，就是要
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要

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
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维护宪法尊
严，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水平。要在全党
全社会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
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
活动，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使
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
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4日会同中
央宣传部、司法部在北京举行“深入学习
贯彻实施宪法 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
放”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宪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栗战书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来，宪
法有力保障和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贯彻实施宪法取得了宝贵经验。一是
始终坚持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
位，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保证党领
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二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是按照

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奋
斗目标，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四是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深化依法
治国实践，提高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法
治化水平。五是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社会稳定。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
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
法，必须坚决维护、长期坚持、全面贯彻。

栗战书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精
神，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通过完备的法律
规范体系，把文本上的宪法变成实践
中的宪法。要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
况的监督检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健全宪法解释机制，切实维护宪法尊
严。要树立宪法权威，增强国家公职人
员宪法意识，落实好法治宣传教育的
制度化安排，创新宪法宣传教育工作，
加强宪法理论研究，使宪法深入人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传达了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并主持会议。

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司法部、教育部、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会、中国社会科
学院有关负责同志和 2018 年度法治
人物候选人代表在座谈会上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监察
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曹建明、万鄂湘、郝明金出席
座谈会。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
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
高校、科研院所和智库专家学者等参
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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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战书出席“深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 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座谈会并讲话

本报郑州 12 月 4 日电 （记 者
李 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
法委书记郭声琨12月3日至4日在河南
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四个意识”，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需所盼，切
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服务。

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郭声琨来
到开封市司法局，了解首个“宪法宣传
周”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党和
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载入宪法，实现了党
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的高度统一。
要把维护宪法权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结合起来，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

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要广泛开展宪法和法律宣传教育，增
强全社会法治意识，促进全面依法治国，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信阳、开封和新密、登封等地，郭
声琨深入社区村庄、市民中心、基层政法
单位，了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警务机制
和司法责任制改革、便民利民举措落实
等情况，对“宋都调解”“封调禹顺”等纠
纷化解方式给予肯定。他强调，要着眼新
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推动“枫桥经
验”由乡村治理向城镇、社区治理延伸，
创新多元化解纠纷机制，推动矛盾纠纷
及时、就地化解，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要积极稳妥推进公益诉讼制度
改革，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在河南省公安厅，郭声琨察看扫黑
除恶案件线索核查督导、刑事科学技术
建设应用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扫黑、
除恶、治乱并举，通过机制创新和科技应
用提升攻坚克难能力，推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全面纵深发展。要依法打击扰乱
市场秩序、侵犯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的违法犯罪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
良好环境。

调研期间，郭声琨参观了焦裕禄同
志纪念馆，要求全国政法干警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
弘扬焦裕禄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努力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
新业绩。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副秘书
长陈训秋、雷东生，河南省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喻红秋分别参加调研。

郭声琨在河南调研时强调

聚焦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回应人民群众所需所盼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服务

12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河南调研。图为郭声琨来到开封市龙亭区大兴街道
办事处调研。 郝 帆 摄

本报北京12月4日电 （记者 孙 航） 今天上
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与中国人保财险股份有限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最高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签约活动并致辞。周强强调，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开拓创新，健全执行救助制度，协力推进解决执行难，更
好地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

周强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人民法院全面打响“基本解
决执行难”攻坚战。近三年来，通过建立完善“总对总”网
络查控系统，建设联合信用惩戒体系，加快推进执行信息
化建设等，基本实现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
尽”，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综合治理执行
难大格局初步形成，“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重大阶
段性成果。

周强指出，近年来，人民法院同保险行业加强合作、
协同创新，大力推动健全执行救助制度，让更多陷入困境
的申请执行人得到救助，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推出执行
救助保险等，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展的集中救助活动中为

“执行不能”案件的困难申请执行人给予救助，让人民群
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和关怀，为完善中国特色司
法救助制度，有效化解执行信访、推动解决执行难发挥了
积极作用。

周强强调，人民法院要坚持改革创新精神，大力推动
健全执行救助制度，妥善解决“执行不能”案件，让更多陷
入困境的申请执行人得到救助。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与中
国人保财险公司开展合作，通过“保全+救助”等工作机
制，给执行工作“上保险”，利用保险杠杆效应，带动社会资
源助力执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民事诉讼执行工作的一大
创新举措。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合作机制，有效降低

“执行不能”风险，减轻申请执行人经济负担，更好地保障
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总裁林智勇致辞表示，中国人保
财险公司要主动提高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面推广“保
全+救助”保险新机制，为完善司法救助提供中国特色经
验。要明确政策属性，深化课题研究，推进信息共享，加强
系统互联，为“人民法院+人民保险”合作顺利开展奠定
坚实基础。

在今天的活动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与中国人保
财险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备忘录，中国人保财险公司交
付了2018年集中救助活动保单。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主持活
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签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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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宪法宣传周”

本报北京12月4日电 （记者 乔
文心）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

“12·4”公众开放日宪法宣誓活动，中
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监誓并讲话。
周强强调，人民法院广大干警要始终
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切实增强宪法观念，自觉践行宪
法誓言，争做宪法的坚定捍卫者、忠
实践行者、积极宣传者，为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今天是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也是新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
后第一个国家宪法日，最高人民法院举
办了以“履行宪法使命·守护公平正

义”为主题的“12·4”公众开放日活
动 （侧记文见四版）。活动以宪法宣誓
开始，在奏唱雄壮的国歌后，2018 年
部分新入额法官、新晋升等级的法官、
局级职务人员在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
官、副院长罗东川领誓下，面对国旗、
国徽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

周强监誓并讲话。他表示，在国家
宪法日举行宪法宣誓活动，是贯彻落实
宪法的实际行动，旨在通过宣誓这一庄
严仪式，进一步强化人民法院广大干警
对宪法的忠诚。

⇨⇨下转第二版

最高人民法院举行“12·4”公众开放日宪法宣誓活动
周强监誓并讲话

图为12月4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
举行“12·4”公众开放日宪法宣誓活
动。 程国维 摄

本报北京 12月 4日电 （记者
白龙飞） 今天，“CCTV2018 年度法
治人物”揭晓，福建省漳州市龙文
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
委员、执行局局长、一级法官陈少
华 获 得 “CCTV2018 年 度 法 治 人
物”荣誉称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政治部主任马世忠出席并为
陈少华颁奖。

陈少华长期奋战在执行一线，坚
持办案“望闻问切”，执行工作刚柔
相济。在“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战
之年，他尽责履职，不忘初心，把一

桩桩“事故”变为一个个故事。2016
年至2018年10月间，他共组织、参
与执行案件3531件，执结3270件，其
中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执
结率98.97%，终本合格率 98.75%，信
访办结率 100%，执结率 92.61%，真
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是群众眼
中“让纸判决变成铁判决的铁面法
官”。

活动现场，获得“CCTV2018年
度法治人物”的还有：为全国法治公
安建设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的华列
兵； ⇨⇨下转第二版

CCTV2018年度法治人物揭晓
福建执行法官陈少华当选 马世忠出席并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