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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司法解释规定，患者以在诊疗活动中受
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请求医疗机构，医
疗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
承担侵权责任的案件，适用本解释。

患者以在美容医疗机构或者开设医
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实施的医疗美容

活动中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为由提起
的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表示，明确
医疗美容损害责任纠纷的法律适用规则，对
于规范医疗美容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 � � �“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因果关系
和过错要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虽
然缓和了患者举证责任， 也在一定时期内
起到其应有作用， 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
了一些其他后果，无助于医学发展进步，不
利于从根本上维护患者看病就医权利。”最
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说。

对此，司法解释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

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
偿责任的， 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
到损害的证据。

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有过错、 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
系的证据， 依法提出医疗损
害鉴定申请的， 人民法院应
予准许。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13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国企改革发展和监事会对央企监
督检查情况汇报，发挥国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确定
进一步扶持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措施， 推动现代农业发
展；听取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贯彻党的十九大部署，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着力深化国企改革，促进提质增效，有利于增强经济创新力
和竞争力。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和国企主动作为，监事会把握
出资人监管定位深入企业实地监督， 推动国企在改革创新、
淘汰落后产能、重组整合、压缩管理层级等方面取得积极成
效， 国企利润大幅增长， 央企利润增速创近5年同期最好水
平。但一些国企也存在内控机制不健全、部分经营投资项目
风险较大等问题。下一步，一要认真整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
题。加强制度建设，形成长效机制。出台国资监管权力和责任
清单，对国企实施精准的分类监管。建立监事会监督事项清
单，强化对国资运营、境外资产项目等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
究。二要提升国企管理水平，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按照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要求，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增强发展
内生动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三要推进国企在落实质
量第一、效益优先的要求中发挥领军作用。通过优化重组，促
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
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倾斜，向实体经济聚焦。推
进央企股份制改革，引入社会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

会议指出，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 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容。 近年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势头良好， 对农业增
效、 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会议确定， 一是实施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 扶持一二三产业融合、 适度规模
经营多样、 社会化服务支撑、 与“互联网+” 紧密结合的各
类新型主体， 更好带动小农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二是落实财政扶持、 税费减免、 设施用地、 电价优惠等政
策， 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产品加工， 对深耕
深松、 机播机收、 疫病防治等生产服务给予补助。 三是创
新金融服务。 支持开展农业设施设备抵押贷款和生产订单
融资， 推广大型农机设备融资租赁。

会议听取了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情况及主要结果的汇
报，指出，这次普查共登记了2.3亿农户、60万个村级单位、200
多万个农业经营单位，全面反映了农业基础设施、综合生产能
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情况。会议要求，要依法公布普查数
据，用好普查成果，为制定和完善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
好改善民生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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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4318480826.62（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40 1 1 2
排列 5 17340 1 1 2 4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146 01 05 11 14 35 09+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4

1

9143114 36572456

54858685485868

全国青少年足球冠军杯总决赛
湖南队首日战平延边队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王亮）
2017年全国青少年足球冠军杯赛总决
赛今日在福建省宁德市霞浦一中拉开
战幕，U11男子组中，由德馨园小学球员
为班底的湖南队1比1战平延边队。

在我省永州进行的南区赛中，湖南
队获得U11男子组冠军晋级总决赛。来
到总决赛，湖南队与西安、安徽和延边
队分在B组。赛会首日，湖南队与延边队
苦战60分钟，未分胜负。主教练唐奎表
示，“1比1的结果有点遗憾。”

本次总决赛有21个省市区、34支队
伍476名运动员参加， 分U11、U12两个
年龄段。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12日电（记者
孙丁 徐剑梅）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签
署总额约700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
授权案。

特朗普在签署仪式上表示， 这一法
案将提升美军现代化水平， 提供所需战
斗装备，加速提升美国军力。

这一国防授权案11月在美国国会协商
通过。这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
国会通过的金额最高的国防授权案。

根据该法案，2018财年美国国防支
出总额约7000亿美元， 其中约6340亿美
元用于国防部军购、 军饷等基本开支，约
660亿美元用于海外作战任务。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特朗普签署
7000亿美元国防授权案

� � � �最高人民法院13日发布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对医疗机
构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见时的紧急救治、医疗美容损害责任纠纷法律适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举证
等焦点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

———最高法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解释看点解析
患者垂危家属不签字，医院抢救担责吗？

新华社记者 蔡玉高 蒋芳 杨绍功

比冬日寒风更刺痛的, 是人们对于
80年前那场灾难历史的沉痛记忆。

13日上午10时01分，凌厉的警报声
响彻南京上空。 为纪念南京大屠杀30万
遇难同胞， 第四次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仪式，参观《南京大屠
杀史实展》，并亲切会见了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代表和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
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亲属代表。

陪同总书记参观并讲解的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继
2014年首次国家公祭后， 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来到南京出席公祭仪式， 表明总书
记对这段历史非常重视， 这对遇难同胞
是最大的告慰。一个不忘过去的民族，最
终一定能实现伟大复兴之梦。

高度重视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建在南京城西“万人坑”遗址上，这里

的一切都在控诉着当年侵华日军所犯下
的滔天罪行。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
到这里。

“总书记先后提出了数十个问题，他
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十分熟悉， 对史实
细节高度重视，还对抗战牺牲的英烈、大
屠杀幸存者、 援华国际友人及其亲属特
别关注。”张建军说。

“走进 《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总
书记就注意到了展览陈设的新变化。”
张建军说， 比如今年的展览比2014年
多了很多资料， 新增了1万多盒个人档
案， 搜集了来自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的
口述资料。

“三年后，总书记又一次来到南京出
席公祭仪式， 这表明总书记对这段历史
非常关注。” 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
长朱成山说。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参观纪念
馆的讲解员，朱成山说，总书记对南京大
屠杀历史非常了解， 问了许多专业的问
题， 还特地嘱咐要加强南京大屠杀微观
史的研究。

关爱抗战英烈、幸存者、国际友人

幸存者的照片墙上，两张照片上的灯
光已经暗去，意味着这两位幸存者已经逝
去。“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询问幸存者还
有多少人，获悉幸存者已不足百人，他叮
嘱要照顾好这些幸存者。”张建军说。

参观完展览， 看到88岁的幸存者夏
淑琴老人，习近平总书记握着她的手，祝
她健康长寿。

“总书记这么尊重、关心我们，对我
们是极大的鼓励。”夏淑琴说，她经历了
悲惨苦难的日子，到如今四世同堂、生活
小康，最应该感谢的是党和国家。

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人约翰·马吉
秘密拍下的105分钟画面，是那场浩劫中
唯一留存至今的动态影像。 他的孙子克
里斯·马吉正在拍摄今天的南京。习近平
总书记对克里斯·马吉说：“这是一个很
好的事情，要加强交流与合作。”

克里斯·马吉说，“我希望能通过家
族的影像， 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记住南
京大屠杀，从而珍惜和平、面向未来。”

更好传承历史记忆

除了重视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还十分关心纪念馆的建设。

张建军向总书记汇报说， 利济巷慰
安所旧址陈列馆已成为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的分馆。 这些年他们正在不
断挖掘史料， 整修旧址， 征集更多的文
物，未来还将设立更多的纪念场馆。

张建军说， 纪念馆新展陈融入了大
量微观史元素。第四次幸存者的口述，不
仅关注幸存者悲惨的经历， 还拓展到幸
存者一生的实录。 习近平总书记嘱咐要
将幸存者口述进行翻译和对外传播。

张建军说， 总书记特别关注历史的
传承。 当天的公祭仪式中有80名青少年
代表朗诵了《和平宣言》，铭记历史、珍视
和平的信念正代代传承。

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二（1）班学生戚
惟妙是80名青少年代表之一。“作为青少
年，我们要牢记历史，担当重任，我会把
今天的所见所闻和同学们分享。”她说。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擦清历史的镜子，走好未来的路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国家公祭仪式回访

发挥国资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

� � � �司法解释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
等紧急情况且不能取得患者意见时， 下列情
形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的“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见”：近亲属不明
的；不能及时联系到近亲属的；近亲属拒绝发
表意见的；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说， 司法
解释规定对于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
情况， 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
的， 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
的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 � � � 根据司法解释， 因医疗产
品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血液
受到损害， 患者请求医疗机构，
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 销售
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承担赔偿
责任的， 应予支持。

司法解释同时明确规定，
医疗产品的生产者明知医疗产
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或者医疗
产品的销售者明知医疗产品存
在缺陷仍然销售的， 造成患者
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 患者
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赔偿损
失及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
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
人说，“在医疗产品责任纠纷中
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于规范医疗
领域存在的医疗产品市场不规
范、制售假冒伪劣医疗产品屡禁
不止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4� � � � � � 医疗产品责任纠纷
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

鼓励医疗机构积极抢救生命垂危患者

医疗美容纠纷纳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范围2

明确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举证责任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