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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战书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会上强调

依法履职尽责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强调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勇于担当作为

以求真务实作风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讯 （记者 陈 伟 通讯
员 徐晋源）近日，山西省忻州市忻府
区人民法院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忻州市中心支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共同推动诉讼保全责任险正式落地
忻府区。

现实中，因无法提供财产担保或担保
不符合法律要求，不仅使申请人诉讼保全
遇阻，而且导致部分案件进入诉讼程序
后，被告利用法院作出判决与强制执行之
间的时间差而恶意隐匿、转移财产，造成
了原告胜诉后执行不能的尴尬局面，加剧
了人民法院破解执行难的工作压力，损害
了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权威性。

针对上述情况，为完善诉讼财产保
全工作机制，加强破解执行难工作的源
头治理，助力“基本解决执行难”攻
坚，忻府区法院以解决诉讼保全财产担
保困难为切入点，积极与保险公司沟通
对接，引入诉讼保全责任险担保方式，
并下发文件推广实施。此举不仅降低了
当事人进行诉讼保全的门槛和成本，也
减轻了审判部门为查封、冻结担保财产
而额外产生的工作负担，使诉讼保全的
作用和效能得到充分发挥，确保更多的
案件在判决作出后得以顺利执行，为破
解执行难问题提供了新路径。

忻州忻府：推动诉讼
保全责任险落地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开幕
雒树刚杨万明陈国庆杜航伟刘玉珠王春法出席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于12月25日至26日召开民主
生活会，以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勇于担当作为，以
求真务实作风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为主题，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
联系带头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
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
干规定》，联系带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实际，联系带头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政
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的实际，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会前，有关方面作了准备。中央政
治局的同志同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
围绕主题进行查摆，撰写了发言材
料。会议首先审议了 《关于党的十九
大以来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情况的报告》。随后，中央政治局
的同志逐个发言，按照要求进行对照
检查。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认识深
刻，查摆严格，意见坦诚，达到了进

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的目的。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把握和
体现了 3 个重点。一是带头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严格执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
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
干规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
觉强化政治责任，提高政治能力。二
是带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贯
彻新发展理念，应对新形势新挑战，
狠抓工作落实，敢于攻坚克难。三是
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精神，廉洁自律，管好家属子女
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防止和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

会议强调，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
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央
政治局按照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部署，
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
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有效应对外部环

境深刻变化，迎难而上、锐意进
取、扎实工作，各方面工作迈出新
步伐，党和国家事业保持良好发展
态势，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
现了良好开局。

会议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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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
要前提，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成为
全党的表率，继续在真正学懂弄通做
实上下功夫。要系统学，全面掌握这
一科学理论的基本观点、理论体系。
要跟进学，及时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要联系实际
学，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新要求，
紧密结合思想实际、工作实际，有针
对性地重点学习，切实把这一科学理
论落实到各自实际工作中去。要努力
掌握贯穿于这一科学理论中的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用以指导解
决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际问
题。

会议强调，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保证
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
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
在领导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
在审视和把握日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
发展大势中，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奋进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战略判
断高瞻远瞩，政治领导娴熟高超，
人民立场鲜明坚定，历史担当强烈
坚定，充分证明不愧为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中央政治局的同
志要带头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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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治责任，保持政
治定力，把准政治方向，提高政治
能力，增强斗争精神，坚决同破坏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
争，努力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引领
者、实践者、推动者。

会议指出，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
的宏伟蓝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全党同志要始终保持锐意进取、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敢闯敢干、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 ⇨⇨下转第四版

本报北京12月26日电 今天，最高
人民法院组织召开2017年度司法研究重
大课题结项验收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副院长杨万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杨万明指出，司法研究重大课题是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是组织全国法院开展调研的重
要平台，也是组织全国法院开展实证研
究的重要阵地，对人民法院的司法调研

工作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多年
来，司法研究重大课题成果在服务人民
法院司法决策、审判执行、司法改革、审
判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万明强调，做好司法研究重大课题
工作，要坚定政治站位，确保课题研究正
确方向。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围绕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的
新需求新期待，围绕审判执行工作中的重
点难点，围绕审判组织体系和审判能力现
代化等，选好应用题，做好应用文。要加
强对重大课题的组织管理，建立健全课题
管理机制，实现审判与调研高度融合，充
分发挥重大课题引领作用。要狠抓调研
成果转化，确保课题研究取得实效，为审
判执行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和课题指导部
门有关负责同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知名专家以及各
课题组主持人、有关负责同志等80余人
参加会议。 （张长弓）

本报北京 12月 26日电 今天下
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国家博物
馆承办的“众志成城 守护文明——全国
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开展。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
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最高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公安部副部
长杜航伟、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国家
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出席开幕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严厉打击文物
犯罪，遏制文物犯罪案件多发高发态势，
切实保护国家珍贵文化遗产，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文

物局等多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出台惩治
文物犯罪相关司法解释，持续开展打击
文物犯罪专项行动，追缴大批珍贵文
物。这次展览是近年来打击防范文物犯
罪成果的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汇集了
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青铜器、玉器、
金银器、瓷器等珍贵文物750余件，彰显
了我国打击文物犯罪、保护文物安全的
决心和力量，是一堂全民共享的文物保
护公开课，对于震慑犯罪，增强全社会文
物保护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依法妥善审理各类涉文物
案件，严惩走私、盗窃、损毁、倒卖、盗掘

等各类文物犯罪。2013年至2017年，全
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涉文物犯罪案件
2217 件，审结 2197 件，其中判处五年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1060 人，重刑率达
21.71%。依法审理了辽宁朝阳“11·26”
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四川眉山

“5·1”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明十三陵思陵
石五供烛台被盗案、河南安阳“8·25”系
列盗掘殷墟古文化遗址案、山西闻喜“6·
03”系列盗掘古墓葬案等一批社会影响
较大的文物犯罪案件，在依法惩处犯罪
分子的同时，重视通过裁判对涉案文物
的追缴，有力震慑了犯罪，及时、有效地
维护了国家文物安全。 （鲁婧晗）

杨万明出席2017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结项验收会议强调

坚定司法重大课题政治站位 确保研究取得实效

本报北京 12月 26日电 （记者
王 俏 雷 蕾 见习记者 冼小堤）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栗战书在12月24日召开的部分全
国人大代表座谈会上强调，人大代表责
任重大、使命光荣，要以担当精神、饱
满热情、良好作风履行代表职责，不辜
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主持座谈会。

54 位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座谈。
会上，代表们纷纷发言，围绕常委会一

年来履职情况、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工
作、起草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稿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栗战书
指出，今年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常
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职尽责、扎实工
作，实现了本届工作的良好开局。全
国人大代表积极参与常委会、专门委
员会工作，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建议，
为做好新一届人大工作贡献了重要力
量。

栗战书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已提上工作日
程，希望代表们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呼声，
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专业特长，在深
入研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提出高质
量的议案和建议。 ⇨⇨下转第四版

本报杭州12月26日电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吴 巍）今天上午，杭州互联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胡某诉被告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行政处
罚暨被告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复议决定案。此案
是杭州互联网法院首例互联网行政案件，由该院院长杜
前担任审判长，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卢永福和嘉兴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王根良出庭应诉。

原告胡某系淘宝网网店经营者。2017 年 11 月 21
日，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嘉兴市监局）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胡某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情况下销售案涉奶粉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等规定，决定没收涉案奶粉并处货值金额10倍
的罚款共计39万余元；同时，对胡某在其网店公示虚假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3万元。

原告胡某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向被告浙江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现合并为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
简称省市监局） 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5月22日，省
市监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胡某对该复议不服，
认为行政复议决定书虽然确认原行政处罚行为程序违
法，但在处理结果上实际维持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遂提
起行政诉讼。

庭审中，原告胡某诉称，嘉兴市监局在行政处罚决
定书中确定处罚对象即胡某本人，主要依据不足，系主
体认定错误，且其行政处罚程序严重违法。而省市监局
在原行政处罚行为事实认定错误、程序严重违法的基础
上，坚持认为案涉奶粉系原告胡某个人销售，系判断错
误，仅以办案期限超期，违反程序正当原则为由，确认
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实则掩盖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予
以撤销的本质属性。

被告一嘉兴市监局辩称，胡某以个人身份注册淘宝
网店，并通过该网店向消费者销售食品，是行政处罚适
格主体，据此认定销售行为系其经营行为，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故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同时，嘉兴市
监局认为，复议机关依据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来判断行政
处罚程序有违程序正当原则是错误的，因为该规定仅是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的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复议审查依据，且该规定没有规定延期次数及延期期
限，请求法院对复议决定予以纠正。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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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12月25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