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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8 日电（记
者 罗沙 杨维汉）“通过！”2020年
5月28日 15时08分，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民法
典时代”正式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
编、1260 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
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
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法治建设部署。编纂民法典，是
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

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
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
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
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
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
人民意愿的民法典。

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民法典编纂工
作。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
2019年 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了由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
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
并形成的民法典草案，并决定将民
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审议。
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对

民法典草案展开认真审议和热烈讨
论。根据各方面意见，又作了100
余处修改，其中实质性修改40余
处。

其中，民法典明确建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
情况应当定期公布。禁止物业服务
人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
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同时，民法典再次完善了防止
性骚扰有关规定，将“文字、图像”纳
入性骚扰的认定范围。继续完善关
于高空抛物坠物的规定，规定发生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
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公
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
责任人。

此外，民法典回应地面塌陷伤
人问题，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
他设施倒塌、塌陷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
任，并对因他人原因导致倒塌、塌陷
的侵权责任作出了规定。

民法典将自2021年1月1日起
施行，现行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
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
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同时废
止。

中国民法典诞生！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

里程碑。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
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对推动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
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强盛、文明进
步的象征。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
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
纂民法典的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编纂民法典，就是全面总结
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对现行民事法律
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针对新情况新问
题作出修改完善，形成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结构
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的法典，更好地
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法律体系中
居于基础性地位，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编纂民法
典，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法典体现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民商事领域各项
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民商事活动提供了更为
明确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遵循；进一步健全了我国现代
产权制度、合同制度等，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积极性和
创造性，有利于营造更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法治力量。

民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民法问题本质上又是民
生问题。编纂民法典，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对保
护网络虚拟财产作出规定、细化网络侵权责任、明确
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规则……民法典全
面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法治需求，充分反映人民意
愿，聚焦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全面加强了对公民
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保护，形成更加规范有效的
权利保护机制，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
念。正如代表委员在审议和讨论民法典草案时所说，民法典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有
利于更好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
用、公序良俗、绿色等基本原则，实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和现代民事法律规范的融合，
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注入强大的道德力量。通过民法典的施行，以法治承载道德观念，以道
德滋养法治精神，必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社会根基。

编纂民法典，是一项系统的、重大的立法工程，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在民法典编纂
过程中，立法机关严格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原则，广泛听取和尊重各方面的意
见，10次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意见和建议，让立法最大范围凝
聚社会共识、吸纳各方智慧，形成“最大公约数”。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民法典的编纂和颁行为契机，全面推进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加完备的法治保障，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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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一年初夏时最是一年初夏时
遗鸥啼鸣湖更幽遗鸥啼鸣湖更幽

5月28日在陕西省神木市红碱淖拍摄的遗鸥。
陕西省神木市红碱淖是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近年

来随着周边生态环境改善，红碱淖水位逐年提升，水域面积
不断扩大，每年四至八月，都会吸引大批遗鸥来此繁衍栖
息，已成为遗鸥繁殖的重要基地。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上接第一版)
2010年，苗永增培育成功超泰型香稻新品种苗香粳1

号，2013年审定通过了当时全省唯一的香糯稻品种苗稻1
号……诸多第一，树立了这位矢志不渝、倾注毕生心血研育
寒地香稻品种的老人在育种界的地位。

“南袁北苗”传佳话
——“让中国人吃得更健康有营养”

在我省水稻育种界流传着“南袁北苗”佳话——南有“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北有“寒地香稻之父”苗永增。

苗永增曾就杂交水稻的一些特性向袁隆平写信求教、探
讨。袁隆平让辽宁省的水稻专家张中旭邮来了三系水稻种子
材料，为他培育香稻品种提供借鉴和帮助，经过大胆实验，培
育出更加优质的水稻新品种。

2006年7月，我省一位水稻产业化龙头企业董事长将苗
香粳1号(苗系918-4号)米送至袁隆平在海南处，袁老用这个
米，淘米做饭，吃在口里，赞不绝口地说：“我研究的水稻增产
幅度很大，但没有这种米好吃。”

2015年10月，四季味道（大连）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裁张文远专程来拜访仰慕已久的“寒地香稻之父”苗永增。短
暂的接触交往中，对张文远触动很大。他说，“南袁北苗”两位
育种专家，解决了我们对“食”的欲望，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贡
献。二位老人家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小人物研究大课题”
——“让中国饭碗盛满更多更好的有机米”

苗永增的育种园里有1100多个品系，赤稻、绿稻、黑稻、黄
稻、白稻五花八门，五颜六色，基本上是香稻系列，仅特种稻亲
本谱就有108个，统称“超泰”品系，全部为中国基因的水稻品
系，是储量较丰的民间香稻材料库。由于品系多，可以根据市
场需求，随意组合各种基因，培育各种品味和各种粒型的大米。

苗永增说，任何事物都要与时俱进，育种也一样。他培育
的苗稻2号每公顷稳产1.5万斤，高产每公顷可达1.7万斤。
经省指定稻瘟病抗性鉴定单位三年抗病鉴定结果表明，其抗
稻瘟病性较强，区域试验及生产试验点无病害发生，田间抗病
性好，耐冷性强。整精米率为67.5％～68.5％，食味品质82分
以上，达到国家二级米标准。

苗永增还试研究了“抢积温高产法”，老人说此方法优点
有三：一是节省种子，传统1公顷地用种120多斤，而这种方法

1公顷地仅用种10公斤左右；二是突破传统观念“不插六月
秧”的束缚，抢积温高产法可在4月5日育种，秧苗在大棚里生
长60天，这段期间秧苗能受到很好的保护和护理，6月5日前
后插秧，秧苗长得壮，为后期生产打下坚实基础；三是产量高，
抢积温高产法能抢积温7至10天，可以种植第一和第二积温
带的稻种，初步测算可增产10%左右。另外，“抢积温高产法”
按几何六棱形插秧，通风透光，抗病能力强，抗倒伏。绥化市
科技局技术人员袁志平说，苗永增的“抢积温法”冲击了传统
技术规程和传统观念束缚，是水稻栽培技术、插秧技术创新和
突破的有益尝试。

近几年，苗永增自立课题转为研究培育旱香稻品种。说
起研究旱稻的初衷，苗永增说，随着国家大力提倡环境保护和

“三减”的要求，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保护黑土地，节约水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他的主攻方向是保护土地。

在苗永增的一块旱稻试验田里，有200多个旱稻品种材
料，每两个苗眼是一个试验品种，有分离的、有稳定的，大粒、
小粒及超长粒的，多数是香稻。翻开厚厚的试验记录本，上面
工工整整记录了试验数据，什么时候吐穗、成熟，有没有病
等。他说，育种的难度非常大，有时连1%都选不出来。在一
块苗床地复种的旱稻试验田里，是代号38的旱稻品种，经过多
年的培育已获得大量数据，初步获得成功，可以在第三积温带
下限种植生产。

据苗永增测算，旱稻可节水90%，可减肥量40%，可节省
人工成本近50%，综合投入1公顷可节省几千元。另外，化肥
农药用得少，残留就会降低一半；旱稻没有水层，土壤通气性
好，微生物活动能力强，小昆虫活动产生自然肥力，使旱稻能
够充分吸收肥力和营养。经测产，每公顷产量可达1.2~1.6万
斤。但是在育种和技术上还有待于关键性的突破。

苗永增急切地说：“目前，国家和省里还没有设定审定旱
稻品种一项，可是旱稻对于保护土地、节约水资源，促进生态
文明，保护环境的作用是明显的。而且，旱稻种子可超高倍繁
殖，8斤至10斤稻种能够繁殖1公顷地，可以大大提高农民收
入。

现在，苗永增又在他的试验田里开始研究如何改良土壤，
节省生产成本，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实现生态米，逐步向
有机米靠近。

结束采访时，苗永增说：“我是小人物抓大课题，一辈子研
究寒地优质香稻品种，虽然已经90多岁了，但我还有信心研究
更优质的香稻品种，让中国饭碗盛满更多更好的有机米，让人
们吃得更健康，生活得更美好。”

声 明

声明人姓名：路春
芳，性别：女，身份
证 号 ：
23230119620501114
7，现家庭住址：黑龙
江省绥化市北林区胜利
街11委81组87号，声
明房屋坐落于绥化市自
卫街 416 （2601-010-
05011），登记建筑面
积：50.17 平方米，附
属房屋及设施有。

声明人于2012年 3
月 1日从姓名为闫秀娟
处取得房屋所有权，房
权证号：绥城字第2009
（00162951） 号，得原
因买卖 （买卖、赠与、
继 承 、 置 换 、 裁 判
等）。房屋取得后已经
实际交付给声明人并居
住至今，无权属争议。
目前，房屋即将被征收
补偿，签订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为避免房屋权
属争议，作出此声明，
如任何人对我所声明房
屋上述事实有异议，可
在本声明刊登之日起7
日内举报。同时声明人
承诺在被征收房屋办理
权属登记时依据法律法
规及政策履行相关手续
并补缴税费，否则，声
明人自愿承担任何法律
责 任 。 举 报 邮 箱 ：
shzsbjbyx@163.com，
举报地址：绥化市房屋
征收办公室（绥化市建
设大厦 221 室），举报
电话：

0455-8380180

声 明

声明人姓名：何毅
夫，性别：男，身份
证 号 ：
23060219911016101
6，现家庭住址：黑龙
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纬
十一路北辰小区 1-39
号 2门 501 室，声明房
屋坐落于绥化市建设街
7委49组，登记建筑面
积：44平方米，附属房
屋及设施有。

声明人于2009年 3
月 1日从姓名为周志刚
处取得房屋所有权，房
权证号：绥城字第1998
（00024693） 号 ， 丘
（地） 号 ： 0809， 幢
号：015，房号：001，
得原因买卖（买卖、赠
与、继承、置换、裁判
等）。房屋取得后已经
实际交付给声明人并居
住至今，无权属争议。
目前，房屋即将被征收
补偿，签订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为避免房屋权
属争议，作出此声明，
如任何人对我所声明房
屋上述事实有异议，可
在本声明刊登之日起7
日内举报。同时声明人
承诺在被征收房屋办理
权属登记时依据法律法
规及政策履行相关手续
并补缴税费，否则，声
明人自愿承担任何法律
责 任 。 举 报 邮 箱 ：
shzsbjbyx@163.com，
举报地址：绥化市房屋
征收办公室（绥化市建
设大厦 221 室），举报
电话：

0455-8380180

声 明

声明人姓名：何毅
夫，性别：男，身份
证 号 ：
23060219911016101
6，现家庭住址：黑龙
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纬
十一路北辰小区 1-39
号 2门 501 室，声明房
屋坐落于绥化市建设街
7委49组，登记建筑面
积：35平方米，附属房
屋及设施有。

声明人于2008年 3
月 1日从姓名为江彦春
处取得房屋所有权，房
权证号：绥城字第2001
（00084481） 号 ， 丘
（地） 号 ： 0809， 幢
号：023，房号：004，
得原因买卖（买卖、赠
与、继承、置换、裁判
等）。房屋取得后已经
实际交付给声明人并居
住至今，无权属争议。
目前，房屋即将被征收
补偿，签订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为避免房屋权
属争议，作出此声明，
如任何人对我所声明房
屋上述事实有异议，可
在本声明刊登之日起7
日内举报。同时声明人
承诺在被征收房屋办理
权属登记时依据法律法
规及政策履行相关手续
并补缴税费，否则，声
明人自愿承担任何法律
责 任 。 举 报 邮 箱 ：
shzsbjbyx@163.com，
举报地址：绥化市房屋
征收办公室（绥化市建
设大厦 221 室），举报
电话：0455-8380180。

为了提升丽景华城小区物业管理水平和对全体
业主的服务水平，创建文明和谐小区，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丽景华城小区
业主委员会面向社会招聘优秀物业服务企业。

报名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6月10日
止。

应聘条件：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质，提供营业执
照正本和复印件，具有优秀运营能力，有专业的物业
管理服务团队，物管专业，工作敬业，以业主为中
心，企业形象良好。要求提供针对丽景华城小区实

际制定各岗位人员配置，物业管理，服务业主具体详
实的计划书及承诺书。选择3个物业公司入围。

报名截止后，小区业委会将开展调查走访等一
系列工作，按程序从中选择优秀企业作为我小区物
业管理服务企业。

特此公告
联系人：纪先生18697088998

张先生18045553809

绥化市丽景华城小区业主委员会

丽景华城小区关于招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