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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家版权局
26 日向社会通报“剑网
2019”专项行动成果。专项
行动期间，各级版权执法监
管部门删除侵权盗版链接
110万条，收缴侵权盗版制
品 1075万件，查处网络侵权
盗版案件 450件，其中查办
刑事案件 160件、涉案金额
5.24亿元。

“剑网 2019”专项行动
于今年 4月份由国家版权
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四部门联合启动，聚焦院
线电影、媒体融合发展、流

媒体、图片等重点领域，查
办了一批侵权盗版大要案
件。多地相继查办盗录盗
版院线电影重点案件 30余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00余
人，打掉盗版影视网站（App）
418个，涉案金额 2.3亿元，
同时积极开展点播影院版
权专项治理。

此外，国家版权局还联
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公安部、高检院等部门联合
挂牌督办侵权盗版大要案件
90起，对江苏、河南等 14省
版权重点案件查办情况进行
督导。

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做好 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
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2020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
官之年，各地区各部门要关心困
难群众冷暖，扎牢民生保障“安全
网”。要按照“小康路上一个都不
能掉队”的要求，全面落实社会保
障政策，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关心和温暖送到困难

群众心坎上。
要保障市场供应，满足群众

节日消费需求。加强煤、电、油、
气、运供需监测和协调保障，扎实
做好猪肉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
稳价工作，切实保障城乡居民“菜
篮子”产品需求，注意防止物价联
动上涨。

要弘扬主流价值观，丰富群
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活动，实施“新时代精

品”工程，开展“非遗过大年文化
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

要用心做好春运工作，保障
群众安全便捷满意出行。加大运
力供给，注重挖潜提效，最大限度
满足群众出行需求。依法惩戒
“机闹”“车闹”“霸座”等行为，规
范出行秩序。

要加强公共安全治理，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深化煤矿、消
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城市燃
气、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整治，严格大型活动审批，做好
旅游景区安全管理。

要强化底线思维，确保社会
大局稳定。深入排查特定利益群
体和金融、劳资、债务等领域矛盾
风险，将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和
萌芽状态。

要加强关心关爱，激励广大
干部新担当新作为，做好对“共和
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和
因公去世干部家属走访慰问、照顾
救助和长期帮扶工作，让他们深切

感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认真做好
应急值守，保证节日期间各项工
作正常运转。

新华社电 在 26日举行
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
闻发言人吴谦回答了中外记
者提问。

吴谦说，根据中国、俄罗
斯、伊朗三国军队达成的共
识，中俄伊海上联合演习将
于 12月 27日至30日在阿曼
湾地区举行。

针对网上出现的中国军
人身着的夹克式军装，吴谦
表示，这是为积极适应国防
和军队改革，优化完善我军

军服体系，着眼办公环境穿
着需要，按照结构简单、干练
利落、便于指挥作业的要求，
研发设计的“作业服”，并在一
定范围内组织试穿试用，检验
勤务适用性和穿着效果。

针对美军高官频繁发
声、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
胁”一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表示，中国有个成语，叫
“贼喊捉贼”，希望美方着眼
大局，改正错误，同中方相向
而行。

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 26
日公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
定，完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促进
民事审判证据调查、审核、采信乃
至民事诉讼程序操作的规范化，保
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电子数据是2012年民事诉讼
法增加的一种新的证据形式。2015
年最高法发布民事诉讼法解释，对
于电子数据的含义作了原则性、概
括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
必新说，为解决审判实践中的操作
性问题，此次修改决定对电子数据
范围作出详细规定，同时规定了电
子数据审查判断规则，完善了电子

数据证据规则体系。
根据这份修改决定，电子数据

包括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
台发布的信息；手机短信、电子邮
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
用服务的通信信息；用户注册信
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
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文档、
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
机程序等电子文件；其他以数字化
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
案件事实的信息。

近年来，诉讼中的证据越来越
多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呈现。修改
决定规定，人民法院对于电子数据
的真实性，应当结合电子数据的生

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
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完整、可
靠等 7类因素综合判断。修改决
定同时明确规定，电子数据的内容
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
确认其真实性，但有相反证据足以
推翻的除外。

此外，修改决定完善了“书证提
出命令”制度，扩展当事人收集证据
的途径；修改、完善当事人自认规
则，更好平衡当事人处分权行使和
人民法院发现真实的需要；完善当
事人、证人具结和鉴定人承诺制度
以及当事人、证人虚假陈述和鉴定
人虚假鉴定的制裁措施，推动民事
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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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社会办医 回应民生关切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四审

新华社电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
康促进法草案日前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这是这部法律
草案第四次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
议。针对此前各方反响强烈的社
会办医、乡村医生等问题，草案四
审稿作出回应，增加鼓励社会办
医、村医职业发展等规定，体现了
“开门立法”成效。

多款条文修改更加符合基层
实际

作为卫生健康领域第一部基
础性、综合性的法律，该法律草案
自 2017年 12月面世以来，至今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历了 4次审议，
3次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相比三审稿，草案四审稿令社
办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享受的
优惠“半径”进一步扩大，在享受与
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同等的
税收、财政补助、用地之外，又增加
了用水、电、气、热等政策，并“依法
接受监督管理”。

乡村医生是亿万农民健康的
守门人。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
会、国家卫健委等有关部门专程到
贵州省麻江县，对村卫生院实现员

额制管理改革进行了调研。最终，
草案四审稿中明确了国家建立县
乡村上下贯通的乡村卫生人员职
业发展机制。

多项改革成果写入法律
鼓励社会办医、完善分级诊疗

制度是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重点任务之一，坚持“三医联动”
改革是新医改推向纵深的关键所
在。此次草案四审稿再次吸收了
多项改革成果。比如，有的常委会
委员、部门建议进一步明确部门职
责分工，加强部门间协调沟通，促进
“三医联动”。因此，草案四审稿八
十五条明确了国家医保局的有关职
责，并强化了其与国家卫健委、国家
药监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
部等有关方面的协调联动。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四审稿还
新增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卫生健康、医疗保障、药品监
督管理、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建
立沟通协商机制，加强制度衔接和
工作配合，提高医疗卫生资源使用
效率和保障水平。

此次立法的亮点之一，就是提出
完善对乡村医生的多渠道补助机制。

积极回应重大民生关切
草案四审稿此次再次“扩容”

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增加了公共场
所应当配备急救设备、发展妇幼健
康服务、残疾人康复等规定。在健
康促进章节，有关学校体育、全民
健身的内容也得到进一步充实。

在分组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
员还针对罕见病患者、失能半失能
老人等群体的关切，提出了建议。

当前，我国有 4000多万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按照国际通行标
准，至少需要 1000多万养老护理
人员，但实际只有几十万名，供需
不平衡问题突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
建议，在“建立适应行业特点和社
会需求的医疗卫生人员培养机制
和供需平衡机制”中，增加养老护
理人员培养和教育相关内容，为医
养康养相结合做实人才支撑。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作为基本法，有必要重视罕见病的
防治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李飞跃建议，在立法工作中对罕见
病患者予以特殊的关心、关注和关
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新华社电 中国人权研
究会昨日发表《金钱政治暴
露“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目》一
文，揭露了金钱政治是美国
政治对立尖锐，社会撕裂严重
的重要原因。金钱政治暴露
了美国民主的虚假一面。

文章指出，金钱充斥美
国政治全过程，成为美国社
会挥之不去的顽疾。在选
举方面，美国的金钱政治把
选举搞成了富人阶层的“独
角戏”。2016年，包括总统
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
国大选总共花费了 66亿美

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
的政治选举。同时，大量秘
密资金和“暗钱”也注入美
国选举活动。

文章认为，美国金钱政
治后果恶劣，剥夺了普通民
众的政治权利，增加了解决
枪支暴力等紧迫政治社会问
题的难度。

文章强调，金钱政治暴
露美国社会本质。美国一直
标榜自己是民主和人权的
“楷模”，但是无所不在、根深
蒂固的金钱政治彻底戳破了
美国的谎言。

最高法修改民事证据规定

明确电子数据范围和审查认定规则

中国人权研究会发文
揭露“美式民主”虚伪面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我军新款作业服正在试穿试用

“剑网2019”专项行动
查办刑事案件涉案金额达5.2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