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政府宣布
提高外国人入籍“门槛”

据新华社堪培拉4月20日电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20
日表示，澳政府决定从即日起提高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门
槛”，申请者需接受更加严格的英语考试，并被要求遵循澳
大利亚的价值观。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 特恩布尔宣布对入籍政策进
行改革，主要内容包括：要求所有申请者通过包括阅读、写
作、听力和口语等项目在内的独立英语测试；在成功申请永
久居民身份后，在澳大利亚的最短居住期限从此前的1年提
高至4年等。

� � � � 民法总则草案先后3次向社会征求
意见 ，4次在不同省市召开座谈会听取
意见，根据各方意见做出126处修改……
秉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的开放姿态 ，
民法总则的制定实现了民智 、民意 、民
声与立法的交响 ， 使法律凝聚最大共
识 ，得到广泛认同 。 科学立法 、民主立
法 ， 也将成为未来民法典编纂的重要
遵循 。

通过民主立法了解社情民意， 通过
科学立法呈现21世纪民事领域的立法
水平，是民法总则立法过程中的重要考
量。 不到两年时间拿出一部成熟的法律
文本，离不开对司法经验和实践智慧的
吸收，更离不开对民意众智的采集 。 民
法总则是公民民事权利的手册 ，立法过
程中的民主精神既体现为立法过程中

对民意和众智的吸纳，也体现在法律条
文的字里行间。 保障胎儿遗产继承等权
益，调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
限，对英雄烈士的名誉权等权益进行保
护 ，等等 ，无不是对民众关切的诸多热
点问题进行的立法回应 。 可以说 ，民法
总则围绕民事权利保护 ，展现了立法的
人文关怀 ，彰显了以民为本 、立法为民
的法治理念。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法是善治的
前提。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
法典，考验着立法的科学性。 民法典的编
纂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 也不是简
单的法律汇编， 而是对现行民事法律规
范的科学整理。 民法典作为民事活动的
行为标准、交易安全的重要保障、法官裁
判的基本准则， 立法过程中需要在民事
法律制度中“提取公因式 ”，在各家之言
中求得最大公约数，因此必须准确严谨、

科学规范。 科学立法，意味着既要坚持问
题导向，着力解决社会复杂问题，又要尊
重立法规律、讲透法理、形成体系 ；既要
怀有对民事立法的历史敬意， 又要面向
时代与未来； 既要传承我国的优秀法律
文化传统， 又要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有
益成果。 作为民法典总纲的民法总则的
制定， 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样的科学立
法精神。

即将施行的民法总则， 有着鲜明的
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为民法典编纂奠
定了基调。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今日
中国，社会规则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
调整，改革成果需要法律予以保护，新发
展理念有待立法巩固。 民法总则以具体
的条文，体现着这一时代要求。 明确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 保留个体工
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民事主体地
位，既适应了国情，也是对既有改革成果

的确认； 将绿色原则上升为民法基本原
则， 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新发展理念
的同频共振； 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立法保
护，体现了对基层司法实践的采纳，也是
国家意志对真善美的倡导……民法总则
既为民法典各分编确立了体系架构 ，也
为民事活动新形态留下了足够的立法空
间；在反映时代性的同时，也展现出充分
的前瞻性。

“天下从事者 ，不可以无法仪 ；无法
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 民法总则的
制定为民法典编纂树立了标杆， 迈出了
坚实的第一步。 将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
贯穿立法工作始终， 以同样的态度对待
各分编的编纂工作， 必能使未来的中国
民法典兼具人民性和科学性， 成为21世
纪民事立法的典范。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载4月18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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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03 0 4 4
排列 5 17103 0 4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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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
———开启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新时代②

环保部将挂牌督办
天津渗坑污染问题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环境保护部19日晚间通报，环
保部和天津市政府联合调查组4月19日现场查看了媒体报
道的静海区西翟庄镇一处渗坑。环保部将对相关渗坑污染问
题挂牌督办。

据天津市环保局2013年摸底排查情况， 静海区有18个
类似渗坑，多为废酸倾倒或偷排所致。 静海区政府自2014年
起开展渗坑废水重点整治工作，已治理完成14个渗坑。 2016
年底，静海区政府完成采购招标，对剩余4个渗坑（含此次媒
体报道的渗坑）进行深度治理，目前已治理完成1个渗坑。 联
合调查组现场检查时，渗坑废水治理设备正在安装调试。

联合调查组已要求静海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立即对渗坑
水体、土壤及周边地下水开展监测，并加快治理进度，减轻对
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时做好信息发布工作，及时公开环境监
测和污染治理信息。

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

张越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南京4月20日电 20日，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 政法委
原书记张越受贿一案。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8年至2016年，被告人张越
利用其担任中共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公安厅厅长、中共
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河北隆基泰
和实业集团等单位和郝荆州等个人在土地开发、工程承揽、
案件处理、职务晋升等事宜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特定关
系人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1.57885012亿元。 张越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认
罪态度较好，大部分涉案赃款赃物已依法查封、扣押。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 � � �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交通运输部
新闻发言人吴春耕20日在交通运输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已经签署了130多个涉及铁路、
公路、海运、航空和邮政的双边和区域运
输协定。

据统计，通过73个公路和水路口岸，

我国与相关国家开通了356条国际道路
客货运输线路；海上运输服务已覆盖“一
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与43个沿线国家
实现空中直航，每周约4200个航班；简化
了国际铁路联运办理手续， 促进中欧间
国际铁路货物联运， 开展国际铁路运邮
合作，“中欧班列”已开行39条，到达10个

国家15个城市。
此外，中巴经济走廊“两大”公路和

瓜达尔港、 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及其港口
城和汉班托塔港、印尼雅万高铁、肯尼亚
蒙内铁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澜沧江—
湄公河国际航道整治工程以及中俄跨境
桥梁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启动

或投入运营。
吴春耕说， 下一步将推进交通规划

与标准对接，推动陆上运输通道建设，改
善沿线国际运输便利化环境和条件，提
升国内沿海港口的对外门户功能， 畅通
国际陆水联运通道， 深化与相关国家在
海上运输和港口建设经营方面的合作。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签署130多个交通互联互通协定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最高法出台新规：

规范国家赔偿监督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20日发布了

《关于国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于今年5月1
日起施行。 这个规定是根据国家赔偿法等有关法律条款，
结合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工作实际制定的，
旨在切实保障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申诉权， 进一
步规范赔偿监督案件的处理程序。

国家赔偿监督是指对赔偿委员会生效决定的监督， 包
括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申诉、 法院内部监督与检察
院监督三种形式。

� � � �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蔡矜
宜）今天上午，2017年全国“太极拳健
康工程” 系列活动———太极拳培训班
(第二期)在长沙开班，来自全国各省市
28个体育协会和院校的130余名太极
拳骨干将在这里进行为期3天的学习。

今年的第十三届全运会， 首次将
太极拳作为群体项目列入其中。本次培
训结合今年的相关赛事———全国太极
拳公开赛以及全运会群体项目， 以陈
氏、杨氏、吴氏以及24式太极拳四个竞
赛项目进行培训。 培训师资阵容强大，
均为中国武术七段及以上武术家、国家

级以上武术裁判，有授勋中国体育最高
“国家体育荣誉”奖章的中国武术八段、
国际级武术裁判李巧玲教授，北京市武
协吴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吴式太极拳
第五代传人刘伟等名师任教。

5月下旬，全国各省市太极拳群体
代表队将分4个赛区进行预选赛，湖南
队被分在武当山赛区， 将与河南、湖
北、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和安徽同场
竞技，每个项目前两名进入决赛阶段。
“湖南队所在的赛区有几支太极拳发
展较好的队伍，像河南、湖北、北京等
都是底蕴深厚的地方， 不过这次来湖

南我觉得这里的氛围很好， 而且群体
项目不像竞技， 没有绝对优势可言。”
李巧玲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参与培训的学员中有不少是即将
代表各自省份参赛的选手， 专攻吴氏
太极拳的叶晓华是湖南代表队中的佼
佼者。“能够参加全运会， 机会实在难
得！我从年初就开始苦练，这次有针对
性的培训正是一场‘及时雨’，而且能
够听偶像刘伟讲课， 太有意义了。”学
习太极拳已有14年的叶晓华信心满满
地说， 希望能够为湖南队拿下一张决
赛阶段的入场券！

� � � �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王
亮）今天，中国篮协发布组织国奥男篮
集训选拔的消息， 湖南勇胜男篮队员
杨凯入选集训选拔名单， 这也是湖南
勇胜建队以来首位入选国字号集训名
单的球员。

杨凯出生于1996年， 身高198厘
米，上赛季效力于广西威壮队，本赛季
被引至湖南勇胜。杨凯能突善投，场上

位置是前锋。据了解，这并不是杨凯首
次进入国字号集训名单。

湖南勇胜总经理罗勇彪告诉记
者：“杨凯入选国奥男篮集训选拔名
单，我们俱乐部非常高兴，也会全力支
持。希望他好好训练，能够顺利留在国
奥队中，为国争光，也为俱乐部争光。”
罗勇彪还介绍，湖南勇胜跟杨凯签了3
年合同。

湖南勇胜去年3月份组建，杨凯是
球队建队以来首位入选国字号集训名
单的球员。据介绍，湖南勇胜本赛季引
入了前CBA悍将张伟，张伟此前在效
力浙江广厦时， 曾入选邓华德执教时
期的男篮国家队集训名单。

本次国奥集训选拔将于4月22日
展开， 主要是为备战亚洲杯东亚资格
赛。

全国百余名太极拳骨干长沙培训备战全运会

湖南勇胜杨凯入选国奥集训名单

� � � � 4月19日，2016至2017赛季欧冠1/4决赛次
回合比赛中，尤文图斯队客场以0比0战平巴塞
罗那队，以3比0的总比分晋级四强。图为巴塞
罗那队球员梅西遭遇尤文图斯队员阻截。

目前，欧冠4强已经出炉，分别是皇家马德
里、尤文图斯、马德里竞技和摩纳哥。

新华社发

欧冠四强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