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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主持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 李克强提出要求 （据新华社）

“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40周年”理论研讨会暨中国
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2018年年会闭幕 姜伟强调

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 不断开创审判理论研究新局面

要闻
简报

提高知产审判质效 加大司法保护力度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详解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设立情况

本报记者 乔文心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2月29日
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新年茶话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
岐山等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各族各界
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喜迎2019年元旦。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
年。我们要崇尚学习、加强学习，崇尚创
新、勇于创新，崇尚团结、增进团结，既抢
抓发展机遇，又妥善应对挑战，鼓舞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勇往直前、再创辉煌。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向全国广大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各界人
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
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香
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
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关心和支
持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
友，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习近平强调，2018 年，是贯彻落
实中共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共中

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按照中共十
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推动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工

作和对台工作、外事工作取得重大进
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持续增强。中国共产党坚持严字当头、
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巩固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继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习近平指出，2018年是改革开放40

周年，我们隆重举行了庆祝活动。对改
革开放最好的庆祝就是坚定不移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今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部署的 78 个重点改革任务和其他
80个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还完成 171 个改革任务，各
方面共出台329个改革方案。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推出了1932
个改革方案。我们用行动宣示了在新时
代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强调，在新的一年里，我们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贯彻巩固、增强、提
升、畅通的方针，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统
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保持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我们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
稳定。我们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
胞亲情。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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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同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一书，
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
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 2012 年 12 月 7
日至 11 日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工
作时讲话的要点《改革不停顿，开放
不止步》为开卷篇，以2018年12月
18 日习近平同志 《在庆祝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收卷篇，
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要文稿72篇，约31万字。其
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艰巨复杂
的改革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以巨大
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提出全面深化改
革的总目标，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
创新，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改革全面发力、多点
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极
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积极性，极大促进
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
国家生机活力。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继续
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
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
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
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
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出版发行

本报北京 12月 29日电 （记者
李 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
法委书记、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组长郭声琨 29 日在全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决策部署，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
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向深入，为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会议总结今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
况，研究部署明年工作。郭声琨指出，
一年来的专项斗争取得显著成效，社会
治安环境明显改善，群众安全感、满意
度明显增强，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夯实，
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郭声琨强调，2019 年，为期三年
的专项斗争迎来“船到中流浪更急”的
深水区、攻坚期。要认清专项斗争面临

的时、势、责，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信心决
心，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以积案和线
索清零为目标，继续突破一批大要案，及
时发现、打击网络空间、新兴领域黑恶犯
罪，坚决查处各类“保护伞”，带动政治生
态、社会生态不断好转。要坚持创新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和基层社会治理，落实重点行业领域
日常监管主体责任，形成扫黑除恶治乱
长效机制。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落
实工作责任，表彰宣传英模事迹，弘扬见
义勇为风尚，为专项斗争深入开展形成
强大合力、营造强大声势。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
组长赵克志、周强、张军、齐玉、陈一新，
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崔鹏，全国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各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及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郭声琨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强调

不断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向深入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12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组长郭声琨出席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并讲话。 郝 帆 摄

本报滁州 12 月 28 日电 （记
者 郭士辉） 今天，“人民法院司法
体制改革 40 周年”理论研讨会暨中
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 2018 年年
会在安徽凤阳闭幕，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姜伟作总结讲话。他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周强院长
关于开展好新时期人民法院审判理
论研究工作的新要求，高举改革开
放伟大旗帜，不断开创审判理论研
究新局面。

姜伟指出，人民法院的审判理
论研究不仅要反映人民法院审判实
践，还要推动和引领审判实践。要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习
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法律观，始终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要运用科学的研究方
法，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理论与实
践并重，特别注意运用实证研究方
法，多做大数据分析、多做统计调
查，让审判理论研究成果经得起审
判实践的检验。要聚焦现实问题，
聚焦司法体制改革及相关领域基础
性问题，主动为深入推进全面司法
体制改革贡献智慧和力量。

姜伟强调，要抓好会议精神的学
习贯彻，要按照周强院长关于进一步
加强审判理论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
抓住时机，进一步加强审判理论研究
会的自身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
所所长曹士兵主持闭幕会议。最高人
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级人民法
院法官代表、获奖论文作者代表和部
分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12月29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知识产权法庭庭长罗东川，最
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王闯
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有
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
上诉审理机制意义重大

罗东川表示，设立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
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

策，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
是我国知识产权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历史
性突破，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发展
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于加快我国知识
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建立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案件的上
诉审理机制，是我们几代知识产权人的夙
愿和期盼。”罗东川指出，知识产权法庭的
成立，有利于统一和规范裁判尺度，实现
知识产权效力判断与侵权判断两大诉讼
程序和裁判标准的对接，从机制上解决制
约科技创新的裁判尺度不统一等问题，提
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加大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力度，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
罗东川还表示，建立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有利于激励和保护科技
创新，加强对中外企业知识产权的依法
平等保护，促进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机构设置简洁 人员选拔严格

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
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
构，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利等专业技
术性较强的民事和行政上诉案件。知

识产权法庭内设六个审判室，审理相关
的专利案件；设立诉讼服务中心，专门
负责立案以及相关的案件流程管理；设
立技术调查室，选派技术调查官，提供
技术事实的查明服务；设立综合办公
室，解决相关的综合服务，实行便民化
管理。知识产权法庭将以扁平化的组
织架构，实现优化协同，精简高效。

面对日益增多的知识产权案件，
知识产权法庭将如何应对？

罗东川表示，近几年专利上诉案
件的受理数量，年均在 2000 件左
右。知识产权法庭将根据工作需要，
严格考核、层层筛选、优中选优，进
一步选拔优秀法官。目前第一批到位
的法官不到 30 位，全部具有硕士研
究生以上学历，其中一半是博士，1/
3 有理工科背景，1/3 有海外留学的
经历，平均年龄 42 岁，从事知识产
权审判平均年限都在 12 年以上，主
力均为“70后”。 ⇨⇨下转第四版

12 月 29 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新年茶话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29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于2019年3月
5日在京召开。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建议
议程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 2018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审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

日前召开的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十四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建议全国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明年3月3日在
北京召开。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5日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3日 召开将于明年3月

本报北京 12 月 29 日电 (记 者
雷 蕾 见习记者 冼小堤)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29 日下午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
过了关于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
耕地占用税法，车辆购置税法，新修订的

公务员法，关于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决定，关
于修改产品质量法等五部法律的决
定，关于修改电力法等四部法律的决
定，关于修改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
定，关于修改社会保险法的决定，国家

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17、18、19、
20、21、22、23、24、25号主席令予以公
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71 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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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耕地占用税法、车辆购置税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栗战书主持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罗东川为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庭长。

二、任命林文学为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三、任命王旭光为最高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
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

四、任命郭修江为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
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

五、任命虞政平为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副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
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

六、任命郃中林为最高人民法院

第二巡回法庭副庭长。
七、任命万永海为最高人民法院

第二巡回法庭副庭长，免去其最高人
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

八、任命李成玉、何抒、刘雅玲
（女） 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
副庭长。

九、任命孔玲（女）为最高人民
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副庭长、审判员。

十、任命包剑平（女）为最高人
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副庭长。

十一、任命魏文超、汪国献为最
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副庭长。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