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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昌平区人民法院
西城区人民法院
丰台区人民法院
房山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红桥区人民法院
宝坻区人民法院

河北省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迁安市人民法院
黄骅市人民法院

山西省
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
定襄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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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集贤县人民法院
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
肇东市人民法院

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长宁区人民法院
普陀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
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
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法院

福建省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尤溪县人民法院
寿宁县人民法院

江西省
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
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
乐安县人民法院
永新县人民法院

山东省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巨野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兰考县人民法院
汝州市人民法院

湖北省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

湖南省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浏阳市人民法院
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

广东省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
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

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重庆市
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合川区人民法院
梁平区人民法院
渝中区人民法院

四川省
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射洪市人民法院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
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
福泉市人民法院

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
姚安县人民法院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

陕西省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凤县人民法院
旬阳县人民法院

甘肃省
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
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陇西县人民法院

青海省
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平罗县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伽师县人民法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
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先进单位名单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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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根据陈军尧、王俊波、胡传秋等 20 余位债权人的申请，

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裁定受理杭州嘉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2269459050XD）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20年 8月 26日作出（2020）浙 01破申 72号决定书，指定浙江杭

天信律师事务所、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苏州众勤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联合管理人。本次债权申报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模式，杭州嘉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

之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通过微信小程序“破产清算系统”

（具体申报说明、系统要求与规则参见平台公告），或者通过现场

提交申报材料的方式向杭州嘉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申

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桐庐县江南镇江南路 55 号富春印象

售楼部；联系人：汪红妖；联系号码：13777491373）。申报债权时，

需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者，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杭州嘉威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杭州嘉

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上午 9 时 30 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会

议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届时债权人可自行选择通过

微信小程序“破产清算系统”参加会议（具体参会步骤由管理人

另行通知）或者前往桐庐县人民法院大法庭参加会议，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杭州嘉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应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义务及责任，如违反的，将承担

相关法律责任。请杭州嘉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

表人、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及时与管理人联

系，并依法履行义务。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莱阳莱动通力机械厂的申请于 2020年 8月

25日裁定受理莱阳莱动通力机械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8
月 25日指定莱阳莱动通力机械厂破产清算组为莱阳莱动通力机

械厂管理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

理的意见》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案件简易快速审理

的工作指引（试行）》之相关规定，本院决定本案采用简易快速审

理方式。莱阳莱动通力机械厂的债权人应在 2020年 9月 30日前，

向莱阳莱动通力机械厂管理人（通信地址：山东省莱阳市五龙北

路 40号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邮政编码：265200；联系人：董

玉贤，联系电话：0535-7293071、15215356565；联系人：宋晨晨，联

系电话：0535-6836743、15552254967）申报债权。未能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莱阳

莱动通力机械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莱阳莱动通力

机械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年 10月 13日

上午9时在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如会议地点、会议召开形式发生变动，将另行通知。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指派函。 [山东]莱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莱阳市弹簧厂的申请于2020年8月25日裁定

受理莱阳市弹簧厂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8月25日指定莱阳

市弹簧厂破产清算组为莱阳市弹簧厂管理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破产案件简易快速审理的工作指引（试行）》之相关规定，本院

决定本案采用简易快速审理方式。莱阳市弹簧厂的债权人应在2020

年9月30日前，向莱阳市弹簧厂管理人（通信地址：山东省莱阳市五

龙北路40号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邮政编码：265200；联系人：

董玉贤，联系电话：0535-7293071、15215356565；联系人：宋晨晨，

联系电话：0535-6836743、15552254967）申报债权。未能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莱阳市弹簧

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莱阳市弹簧厂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10月13日上午11时在山东省莱阳市

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如会议地点、会议召

开形式发生变动，将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山东]莱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烟台莱动广告装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0

年8月26日裁定受理烟台莱动广告装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20年 8月 26日指定烟台莱动广告装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组为烟台莱动广告装潢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破产案件简易快速审理的工作指引（试行）》之相关规定，本

院决定本案采用简易快速审理方式。烟台莱动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9月30日前，向烟台莱动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信地址：山东省莱阳市五龙北路 40号山东莱动内燃机

有限公司；邮政编码：265200；联系人：董玉贤，联系电话：0535-
7293071、15215356565；联 系 人 ：宋 晨 晨 ，联 系 电 话 ：0535-

6836743、15552254967）申报债权。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烟台莱动广告装

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烟台莱动广告装潢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年 10月 13
日下午2时在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如会议地点、会议召开形式发生变动，将另行通知。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指派函。 [山东]莱阳市人民法院

王远昌：本会受理申请人杜新良与被申请人王远昌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为珠仲裁字（2020）第282号。因你下落不明且电话无

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仲裁申请书、证

据资料及清单、《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通知书、当

事人权利义务及开庭通知。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

定于2020年11月20日下午15时在本会第二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如你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珠海仲裁委员会
刘玉清：本会受理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分行

与被申请人刘玉清借款合同纠纷案【（2019）晋仲字 424 号），现

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

选定告知书、仲裁员名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未提交答辩、证据、选定仲裁员的，由本

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请你于答辩期满后 3
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开庭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2 日上午 10 时 30 分，逾期不到庭将缺席审理（本会

地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凤台西街 1002号瑞信大厦B座 7楼）。

晋城仲裁委员会

武晋军、陈玲玲：本会受理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分

行与被申请人武晋军、陈玲玲、梁先锋借款合同纠纷案【（2019）晋仲字

435号】，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

规则、选定告知书、仲裁员名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未提交答辩、证据、选定仲裁员的，由本会主任

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请你们于答辩期满后3日内到本会

领取组庭通知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开庭日期为2020年12月2日

下午15时，逾期不到庭将缺席审理（本会地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凤台

西街1002号瑞信大厦B座7楼）。 晋城仲裁委员会
沈军、成鲜霞、马明、杨宏伟：本会受理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晋城分行与被申请人沈军、成鲜霞、马明、杨宏伟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9）晋仲字404号】，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选定告知书、仲裁员名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未提交答辩、证据、选定仲裁员

的，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请你们于答辩期满后

3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开庭日期为2020
年12月2日上午8时30分，逾期不到庭将缺席审理（本会地址：山西省

晋城市城区凤台西街1002号瑞信大厦B座7楼）。晋城仲裁委员会
王旭伟、冯青芳、赵晋民：本会受理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晋城分行与被申请人王旭伟、冯青芳、赵晋民借款合同纠纷案【（2019）
晋仲字398号】，现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规则、选定告知书、仲裁员名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未提交答辩、证据、选定仲裁员的，由

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请你们于答辩期满后3日

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开庭日期为2020年

12月1日下午17时，逾期不到庭将缺席审理（本会地址：山西省晋城市

城区凤台西街1002号瑞信大厦B座7楼）。 晋城仲裁委员会
杨建华、李凤云、李文举：本会受理申请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晋城分行与被申请人杨建华、李凤云、李文举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9）晋仲字 344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仲裁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则、选定告知书、仲裁员名册。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未提交答

辩、证据、选定仲裁员的，由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

审理，请你们于答辩期满后 3 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逾期未

领取视为送达。开庭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下午 15 时，逾期不到

庭将缺席审理（本会地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凤台西街 1002号瑞信

大厦B座 7楼）。 晋城仲裁委员会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清算公告

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

如何准确理解和适用正当防卫的法律规
定？如何正确处理正当防卫案件，依法维护公
民的正当防卫权利？这些社会关切的问题在一
场发布会上得到回应。

9 月 3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新闻发布会
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
任姜启波、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
主任劳东燕、公安部法制局二级巡视员曾斌出
席发布会并介绍有关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新闻
发言人李广宇主持发布会。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姜启波表示，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
权利，是与不法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法律武器。
近年来，“于欢案”“昆山龙哥案”等涉正当防
卫案件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反映出人民群众
对社会公平正义有了更高期待，也暴露出当前
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急需在司法理念上进一步提
升，在具体规则上进一步明确。

为充分发挥刑事司法职能，积极回应社会
关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高人民法
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并发
布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配套发
布 7 个涉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意见》 从总
体要求、具体适用和工作要求三大方面，用

22 个条文，对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作
出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

“涉正当防卫具体案件依法妥当处理，关
键在于办案人员要吃透法律精神，树立正确理
念，把握公众的公平正义观念，作出合乎法
理、事理、情理的准确判断。”姜启波介绍，

《意见》 专门对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总体要求
作出规定，要求准确理解和把握正当防卫的法
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
件的，坚决依法认定，切实矫正“谁能闹谁有
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倾向，捍卫“法
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让司法有力
量、有是非、有温度。

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条件

对 于 正 当 防 卫 的 具 体 适 用 ，《意 见》 指
出，要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时间、对象
和意图等条件。

正 当 防 卫 的 起 因 是 存 在 不 法 侵 害 。《意
见》 明确，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
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
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
为。关于时间条件的判断标准，《意见》 指
出，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应
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按照社会公
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不
能苛求防卫人。

“要把防卫人当普通人，不能强人所难。”
姜启波表示，正当防卫的具体适用，蕴含着价
值判断和事实认定问题，必须结合具体案件情
况作出准确认定，坚持一般人的立场作事中判
断。不能对防卫人过于严苛，更不能做“事后
诸葛亮”。

《意见》 明确，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
害人进行。对于多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既
可以针对直接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卫，也
可以针对在现场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进行防
卫。对于明知侵害人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意见》 指出，应当
尽量使用其他方式避免或者制止侵害；没有其
他方式可以避免、制止不法侵害，或者不法侵
害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可以进行反击。

正当防卫必须具有正当的防卫意图。《意
见》 规定，正当防卫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
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
免受不法侵害。对于故意以语言、行为等挑动
对方侵害自己再予以反击的防卫挑拨，不应认
定为防卫行为。

防止防卫权滥用

“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姜启波表示，
针 对 当 前 司 法 实 践 ， 为 正 当 防 卫 适 当 “ 松
绑”、鼓励见义勇为、依法保护公民的正当防
卫权利十分必要。但“松绑”必须在法治框架

内进行，要防止把防卫过当认定为正当防卫，甚
至把不具有防卫因素的故意犯罪认定为正当防卫
或者防卫过当。

《意见》 在强调维护公民正当防卫权利的基
础上，也强调防止权利滥用。《意见》明确，对于显
著轻微的不法侵害，行为人在可以辨识的情况下，
直接使用足以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方式进行制止
的，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不法侵害系因行为人
的重大过错引发，行为人在可以使用其他手段避
免侵害的情况下，仍故意使用足以致人重伤或者
死亡的方式还击的，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

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姜启波表示，与正当
防卫相比，防卫过当只是突破了限度条件，即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意见》
规定，认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
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缺一不
可。判断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要立足防
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
作出判断。“造成重大损害”则是指造成不法侵
害人重伤、死亡，造成轻伤及以下损害的，不属
于重大损害。

对于特殊防卫的认定，《意见》 规定，在实
施不法侵害过程中存在杀人、抢劫、强奸、绑架
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的，如以暴
力手段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或者以绑架手段
拐卖妇女、儿童的，可以实行特殊防卫。实行特
殊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
当，不负刑事责任。

鼓 励 见 义 勇 为 弘 扬 社 会 正 气
——两高一部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

本报记者 孙 航

本报讯 （记者 孙 航） 记者 9 月 2
日从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获悉，为鼓
励先进、激励队伍，深入推动全国法院一
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全国法院一站式多元
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先进单位予以通
报表扬，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等 100 家
法院获表扬。

最高人民法院在通报中指出，一站式多元
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是深化司法体制综合
配套改革，全面建设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的一
项重要举措。2019 年 6 月以来，各级人民法院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紧紧围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全力推进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

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
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在为人民群众提供一
站通办、一网通办、一次通办的诉讼服务工作
中取得阶段性成绩。希望受到表扬的单位珍惜
荣誉，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作出新的更大成绩。

最高人民法院号召，各级人民法院要以受
到表扬的集体为榜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司法便民利民惠民
工作力度，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要充分认识开展一站式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立足人民法
院职能，着眼群众司法需求，加强联动融合，重
塑诉讼格局，提升程序效能，逐步形成符合中国
国情、体现司法规律、引领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
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新模式，为建设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最高法通报表扬全国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先进单位

⇨⇨上接第一版 要牢牢把握服务人民的实践要
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
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在执法办案中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需要。
要牢牢把握执法公正的实践要求，强化严格公正
司法，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完善审判权运行
监督制约机制，切实提高办案质量和司法公信
力。要牢牢把握纪律严明的实践要求，坚持全面
从严管党治警，加强法院队伍政治素质和纪律作
风建设，确保法院干警队伍全面过硬。

《通知》要求，要以学习贯彻训词精神推进人
民法院司法警察队伍建设全面发展。要组织全体
司法警察深入学习领会训词精神，真正做到学深
悟透、铭记于心，把训词精神在司法警察队伍高高
树立起来、坚决落实下去。要坚持政治建警方针，
持续开展全警政治轮训，深入开展忠诚警魂教训，
建好建强警队基层党组织，配齐配强各级警队政
委，切实把党的绝对领导落到实处。要完善司法
警察制度机制，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扎实开
展全警法治培训，全面加强执法能力建设，进一步
深化司法警察改革，加强智慧警务系统建设，努力
打造具有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
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的高素质
司法警察队伍，更好服务保障新时代人民法院审
判执行工作。 （李隆达）

⇨⇨上接第一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
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世界
各国人民永享和平安宁。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5 年
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
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脱贫攻
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
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斗争精
神，必须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任何人任何
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
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
任何势力企图歪曲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否定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
就，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
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
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
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
进方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
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破坏
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
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王沪宁在主持座谈会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
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我们一定要认真
学习领会，切实贯彻落实。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锐意进取、埋
头苦干，继续把无数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
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

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
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
华，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代表王恩田，青年学
生代表钱菱潇先后发言。

丁薛祥、王晨、许其亮、张又侠、黄坤明、蔡奇、
陈竺、肖捷、张庆黎出席座谈会。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及抗战将领亲属代
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
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
代表等出席座谈会。

部署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训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