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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大暑节气， 上海中心气象台上午

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民警金海波在长海路国和路路口执勤

间歇， 抓紧时间补水

通讯员 唐愈欣 毕迎春 摄

荩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一支队官兵在虹桥

机场停机坪执勤，当时实测温度 42℃

记者 汪昊 通讯员 李军学 摄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2019 上海书展暨

“书香中国” 上海周将于 8 月 14

至 20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

今年已是第十六届， 本届书展的

主题为“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

代”。 昨天下午，市政府举行新闻

发布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

闻出版局局长徐炯介绍了 2019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筹

备情况。 据介绍，届时，全市各处

将设立超过 100个分会场， 并将

首次走出上海， 在长三角城市和

国内其他城市开设约 50 个分会

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的大庆之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关键之年。 全国出版界围绕深入

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围绕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 制度、

文化自信， 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图

书， 全面记录、 解读、 总结新中

国建立以来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和民生等各方面取得

的伟大成就和成功实践。 本届书

展将以“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

代” 为主题， 着力汇集这些精品

力作， 并精心组织举办相关阅读

活动， 将上海书展打造成“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一

个重要宣传阵地。

同时， 今年书展还将设立

“长三角出版精品馆”， 聚焦“红

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

集中展销长三角三省一市新近出

版的优秀图书。 今年书展还将举

办中国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年会暨

长三角民营书店座谈会， 聚集全

国发行界领军人物， 共话回暖之

后实体书店如何可持续发展； 聚

集长三角区域品牌连锁民营书店

负责人， 探讨如何为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贡献独特力

量。

据悉， 今年书展总计将设立

100 个遍布城乡的实体分会场；

另外， 将首次新增钟书阁、 西西

弗、 言几又、 上海三联书店等品

牌连锁实体书店分布在全国各城

市的约 50 家门店作为书展分会

场， 强化上海书展的全国影响

力， 力推沪版精品好书。

徐炯表示， 本届书展将一如

既往地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

主” 的原则， 围绕文化安全和人

身安全， 制定严密预案， 强化精

准管控， 全力以赴做好防火、 防

疫、 防拥堵以及防台防汛、 防高

温酷暑等各项工作， 确保公共安

全。 书展主会场继续禁止举办投

资理财类、 养生类图书相关活

动， 以免人群过量聚集和长时间

逗留， 同时要求分会场根据自身

条件， 严格评估安全风险， 慎办

此类活动。

上海司法鉴定立法二审

鉴定人拒不出庭或将依法依规处理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鉴定人拒不出庭或将

依法依规处理， 鉴定机构、 鉴定人

的信用信息也将归集到本市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 并依法采取激励和惩

戒措施。 昨天，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上海市司法

鉴定管理条例 （草案）》， 上海继续

推进司法鉴定地方立法管理。

鉴定人出庭作证是之前审议

中， 人大代表们提出的热点问题。

为此， 市人大监察司法委员会及一

些委员建议， 要增加规定鉴定人出

庭义务及鉴定人出庭保障的相关条

款。

考虑到国家相关诉讼法律及司

法解释中， 对鉴定人出庭的义务以

及无法定情形拒不出庭的法律后果

等已有了明确规定， 条例草案修改

稿中新增了相关规定： 经人民法院

依法通知， 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

鉴定人无法定情形拒不出庭的， 依

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鉴定机构应

当支持鉴定人出庭作证， 为鉴定人

依法出庭提供必要条件。 鉴定人参

加庭审的人身安全及合法权益依法

受到保护。

对于司法鉴定中的失信行为，

有些委员提出， 条例草案中关于失

信信息内容的表述与 《上海市社会

信用条例》 相关规定不一致。 有些

委员认为， 条例草案规定被司法行

政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个

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 不得再次申

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涉及行业禁

入问题， 建议慎重研究。

经研究， 法制委员会认为，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 对信用信

息归集， 严重失信行为及主体名

单， 信用激励及惩戒等都作了具体

规定， 这些规定也适用于司法鉴定

管理领域。 为此， 法制委员会建议

市司法行政部门、 相关行政管理部

门应当按照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

例》 规定， 将鉴定机构、 鉴定人的

信用信息归集到本市公共信用信息

平台， 并依法采取激励和惩戒措

施。

此外， 有委员建议， 应进一步

完善将司法鉴定服务纳入本市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和市司法鉴定协会职

能定位等相关条款的表述。 司法鉴

定机构和鉴定人的信息要从哪里获

取？ 修改后的条例草案明确， 本市

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人名册由

市司法行政部门通过公共法律服务

平台公告， 其他鉴定机构和鉴定人

的信息由其他行业主管部门、 市司

法鉴定协会等行业协会发布。

市人大监察司法委员会及一些委

员提出， 条例草案对司法鉴定的委托

主体的表述不够明确， 并建议对办案

机关选择鉴定机构的方式、 程序予以

完善。

为此， 条例草案修改稿中规定，

诉讼活动中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 办

案机关应当在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机

构名册中抽选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

定。 人民法院委托本市司法鉴定机构

的， 应当及时将相关信息向本市统一

的司法鉴定管理平台归集， 并纳入全

流程管理； 其他办案机关委托本市司

法鉴定机构的， 应当通过本市统一的

司法鉴定管理平台进行委托。

上海金融法院昨发布《实施意见》

23条举措为科创板注册制“撑腰”
■ 详见 A2

2019上海书展下月举行

聚焦红色文化 首次走进长三角

大暑天迎“烤”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