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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28日电 今天，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 （五）》（以下简称 《规定》，
全文见三版），就股东权益保护等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规定。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软实
力、核心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
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为市场主体添
活力，为人民群众增便利。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讲

话时指出，营商环境就像空气，只有
空气清新了才能吸引更多投资，要创
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李克强总
理在 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优
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下硬功夫
打造好发展软环境。要推动改革开放
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善用高水平开放
倒逼深化改革，提升市场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良好的
营商环境离不开司法的保障。保护投

资者权益是我国公司法重要立法目的
之一。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发
展理念，落实党中央关于优化营商环
境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法院司法职
能，平等保护各方主体权益、严格规
范交易行为，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
制定出台司法解释对中小投资者权益
保护等相关制度进行完善，可以更加
有效地维护社会关系稳定和生产生活
秩序，增强市场交易的可预见性，对
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
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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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出台公司法司法解释（五）
就股东权益保护等适用法律问题作出规定

本报讯 （记者 王洁瑜 通讯
员 常非凡） 为填补院庭长审判监督
管理的制度“空白”，进一步加强院
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吉林省高级
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吉林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规范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
职责的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
《办法》共计6章23条，强化了

院庭长审判管理、审判监督职责履职
指引，并对“四类案件”的发现机
制、启动程序、监管方式和责任追究
等进行了细化、明确。《办法》明确
规定了院长主要行使9项审判管理职
能，副院长履行9 项审判管理职责，
庭长履行 12 项审判管理职责，副庭
长协助庭长履行审判管理职责。

司法改革后，最高人民法院多次
强调院庭长应对“四类案件”进行监
督，即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
会稳定的；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
重大影响的；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

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有关单位或
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执行行为
的。《办法》明确、细化院庭长“四类
案件”审判监督管理职能，院庭长对

“四类案件”的监督管理，可以采取查
阅卷宗、旁听庭审、审核审理报告、要
求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在规定期限内报
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提供类案裁判
文书或者检索报告等方式进行。

《办法》明确院庭长在履行审判监
督管理职责时严格禁止的情形：一是违
反规定或超越授权行使审判监督管理
权；二是违反规定对案件处理作出批示
或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三是违反程序规
定变更案件的审理程序、审理期限；四
是违反程序规定对审判、执行工作中的
相关程序性事项作出决定；五是违反规
定直接改变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对案件的
裁判结论；六是违反规定对未参加审理
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签发；七是其他违
反法律、纪律规定，干扰、过问独任法官
或合议庭依法独立审理案件的行为。

填补制度“空白”强化履职指引

吉林高院规范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

最高人民法院
官方微博二维码

最高人民法院
官方微信二维码

本报北京4月28日电 （记者 乔
文心）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 2018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发布
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发布
会上表示，2018 年，知识产权工作取
得新的成效。

据介绍，2018 年，我国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全面加强。专利法修正案草案
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
明确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
高侵权违法成本。积极推进著作权法修
订，启动商标法修订。《专利代理条
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完成修
订。制定《“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方案》。38个部委开展对知识产权
（专利） 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联合惩
戒。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不断加强，专利
行 政 执 法 办 案 7.7 万 件 ， 同 比 增 长

15.9%；查处商标违法案件3.1万件，案
值 5.5 亿元。立案查办侵权盗版案件
2500起，收缴盗版制品377万件，删除
侵权链接185万条。全国海关共扣留进
出境侵权货物44550批，涉及侵权货物
2318万件，价值2亿元。全国法院新收
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301279 件，同比增
长 41.13%。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知识产
权法庭，持续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全国
公安机关立案各类侵权假冒犯罪案件近
2.8万起，破案1.9万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2.8万人，涉案价值98.7亿元。全国
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及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案件3300余件5600余人，提起公

诉4400余件8300余人。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在专利法

修改过程中，有代表、委员建议应给
予法院专利无效的审理权，以解决目
前专利案件审理周期过长的问题。目
前专利无效程序由知识产权局负责，
应如何看待专利案件审理周期长的问
题？专利案件审理周期是否受到专利确
权和侵权程序“二元制”的影响？“专
利循环诉讼”是否导致专利维权周期的

延长？
申长雨表示，专利案件普遍较为

复杂，技术性较强，审理难度较大。
根据实证分析显示，2018 年裁判的
专利侵权案件中，93%以上的案件审
理周期并没有受到无效程序的影响，

“二元制”并非导致专利维权周期长
的普遍因素。至于“专利循环诉讼导
致了专利维权周期的延长”的说法同
样缺乏数据支撑。根据统计，在
2010 年至 2018 年的 8 年间，在形式
上形成多轮诉讼的无效案件总数只有
30 多件，占同期专利无效案件的千
分之一。

国新办举行2018年中国知产发展状况发布会

聚焦知识产权宣传周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
28 日在京出席由中国法学会、司法
部、共青团中央共同举办的 2019 青年
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启动仪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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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全民
普法力度，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王晨指出，组织全国各地青年普法
志愿者开展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是贯
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部署、

实施“七五”普法规划的重要举措，也
是对五四精神的纪念和弘扬。要营造良
好法治环境，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贡献力量。

王晨强调，法治是国家兴盛的标志，
也是国家兴盛的保障。青年普法志愿者

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
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积极宣
传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
贵经验，突出学习宣传宪法，宣传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普及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宪法法律至上等基本法治理
念。要走进基层，扎根实践，根据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向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延展
的新形势，大力宣传与群众利益密切相
关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食品
安全等领域法律法规，努力满足人民不
断增长的法治需求，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王晨出席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时强调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新华社北京 4月 28日电 （记者
韩 洁 魏梦佳 侯雪静）国家主席习
近平28日在北京延庆出席2019年中国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
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
重要讲话，强调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
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地球是全人类赖
以生存的唯一家园。中国愿同各国一
道，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4月底的北京，万物复苏，芳菲满
目。雄伟的长城脚下，美丽的妫水河
畔，作为开幕式主会场的妫汭剧场，宛
若一只展翅的彩蝶。

晚8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
刚刚参加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的捷克总统泽曼、吉布提总
统盖莱、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
夫、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塔吉克斯坦总
统拉赫蒙、柬埔寨首相洪森、缅甸国务
资政昂山素季、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
汗、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本首相特别
代表二阶俊博等外方领导人夫妇共同步
入会场。

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伴随雄壮的乐曲声，
国际展览局局旗、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
会旗、北京世园会会旗依次升起。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
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
欢迎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习近平指
出，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家园，孕育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
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现在，生态文
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
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
向往之的奋斗目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进入了快车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习近平强调，纵观人类文明发展
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
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
发展昭示着未来。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
存的唯一家园。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

走绿色发展之路。
第一，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

谐。无序开发、粗暴掠夺，人类定会遭
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合理利用、友好
保护，人类必将获得大自然的慷慨回
报。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
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
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第二，我们应该追求绿色发展繁
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本身能
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

第三，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
怀。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

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构建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倡导尊
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
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

第四，我们应该追求科学治理精
神。生态治理必须遵循规律，科学
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打造
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生态治理，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既要有
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
的坚守。

第五，我们应该追求携手合作应
对。面对生态挑战，人类是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
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
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

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
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昨天，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闭
幕。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建设一
条开放发展之路，同时也必须是一条
绿色发展之路。中国愿同各国一道，
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生态文明，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让我们从自己、从
现在做起，把接力棒一棒一棒传下
去。

习近平宣布，2019 年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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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宣布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强调各方要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

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延庆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谋绿色生活，
共建美丽家园》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 鹏 摄

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延庆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
园》的重要讲话。这是开幕式前，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参加开幕式的外方领导人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