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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校车客车

严重超载

拟入刑

全国人大法律

委提请二审的刑法

修正案（九）草案，

新增加了校车和旅

客运输严重超员超

速入刑。 不仅驾驶

人员有刑责， 同时

规定， 机动车所有

人、 管理人对此行

为负有直接责任

的， 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

按照刑法第一

百三十三条第二款

对于 “危险驾驶

罪”的规定，在道路

上驾驶机动车追逐

竞驶，情节恶劣的，

或者在道路上醉酒

驾驶机动车的，处

拘役，并处罚金。因

此， 校车和旅客运

输严重超员超速拟

将以该罪入刑。

“二审稿中增

加的几种情形也是

交通事故中， 最容

易造成重大伤亡事

故的情形， 因此完

全有必要将其纳入

危险驾驶罪进行调

整。” 全国政协委

员、律师施杰昨晚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下一步，

吸毒驾驶、货车严重

超载超速也希望纳

入危险驾驶罪。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一审稿规定，对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

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二审稿中，针对收买儿童，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删去，变为“可以从轻处罚”。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李永升表示，这体现国家从立法层面加大对儿童的保护，也加重了对收买儿童犯罪

的刑罚力度。

拟增加太空领域的安全

维护任务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四次会议对国家安全法草案进行

了二次审议。 一些常委会委员、列

席人员和部门提出， 我国在太空、

深海和极地等“战略新疆域”有着

现实和潜在的重大国家利益，也面

临着安全威胁和挑战，应当将维护

这些领域的安全任务纳入国家安

全法。

为此，草案三审稿规定，国家

坚持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国

际海底区域和极地， 增强安全进

出、科学考察、开发利用的能力，加

强国际合作， 维护我国在外层空

间、 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动、

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

草案二审稿对粮食安全作了

规定。有的常委会委员建议增加保

障粮食供给和质量安全的内容。

考虑到保障粮食供给的关键和基

础是立足国内， 不断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 确保粮食产能，而

且，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农业法

中已经作了明确， 全国人大法律

委员会经研究， 建议在草案三审

稿中增加 “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保障粮食供给“和质

量安全”的规定。

据新华社

倡导停车三分钟以上熄火

全国人大法律委提请二审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对机动

车限行、秸秆焚烧治理等相关条款

进行了修改。

修订草案一审稿规定， 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大气污

染防治的需要和机动车排放污染

状况，可以规定限制、禁止机动车

通行的类型、 排放控制区域和时

间，并向社会公告。对此，有人提

出，对机动车采取限行、禁行的措

施， 涉及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建

议对此规定更加严格的程序。

全国人大法律委经研究，建议

可先增加规定，限制机动车通行的

类型、区域和时间应当征求有关行

业协会、企业事业单位、专家和公

众等方面的意见。同时，对这个问

题再继续深入研究。

二审稿中增加了新的规定：国

家倡导环保驾驶，鼓励机动车驾驶

人在不影响道路通行且需停车三

分钟以上的情况下熄灭发动机。国

家建立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环境保护召回制度。

二审稿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

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

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

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由县级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五百元的罚

款。其中还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

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当地

政府划定的区域内露天焚烧秸秆、

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政府确定的监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500元罚款。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昨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二审稿针对老百姓关

注的社会热点，作出了诸多修改。对于考试替考问题的刑事责任，拟规定替考者和让他人替自己考试者都将面临刑事责任；“医闹”拟首次入

刑，对医闹行为以刑事责任追究有了立法上的支持。同时，对于拐卖儿童犯罪这一社会热点，草案二审稿加大刑罚力度，收买被拐卖儿童将不

能得到免予刑事处罚。此外，危险驾驶罪拟扩大范围，校车、客运车辆严重超员、超速或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医闹”情节严重将入罪

变

化

隰 现行刑法 收买被拐卖

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

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

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

为， 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隰 一审变化 对被买儿童

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

解救的情形，草案拟修改为“可

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隰 二审变化 “对被买儿

童没有虐待行为， 不阻碍对其

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

深

意

个中深意

是什么？

专家表示，“简而

言之，针对收买被拐卖

儿童问题，一审稿和现

行刑法相比，是一个罪

与非罪的问题。二审稿

和一审稿相比，则是一

个罚与不罚、罚轻罚重

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明

确将医闹行为写入刑法。二审稿将刑

法第二百九十条修改为：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

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

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

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其中，内容

增加了“医疗”。

而刑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的聚

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没有明确将医

疗纳入其中。

修改背景

增加刑法惩治“医闹”的威慑力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昨日作说

明称，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

提出， 实践中个别人以医患矛盾为

由，故意扰乱医疗单位秩序，严重侵

害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社会危害严重，应当明确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法律委员会研究决

定对此作出了上述修改。

新闻纵深

“医闹”从司法实践到入法

“草案二审稿增加了‘医疗’，并

非意味着 “医闹” 现在才受刑法调

整。”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

林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称，如果没

有这条规定，医疗机构同样属于刑法

规定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类犯罪的

对象，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也可以

对“医闹”情形进行处罚。此次修正

案草案增加“医闹”情形，我个人认

为是为了强调医疗机构，其更重要的

功能在于增加刑法的威慑力，加强对

“医闹”行为的打击力度。

已有判例

成都“医闹”判三缓四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解到，事实

上，“医闹”正式写入刑法前，各地法

院已经开始对 “医闹” 定罪处罚。

2012年成都法院定罪处罚了两名“医

闹”当事人。

2012年6月22日， 刘某的妻子陈

昌某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妇幼保健院

产下一名女婴，后该女婴发生抽搐现

象，刘某及家属称是医院在为女婴洗

浴过程中碰伤女婴头部所致，并与医

院方发生纠纷。随后，刘某与其岳父

陈某某及其亲友等10余人，到青白江

区妇幼保健院讨要说法，并先后对医

院三楼护士站、 一楼大厅进行打砸，

聚集家属成员在医院通道内进行围

堵、哄闹、辱骂、围攻医务工作人员及

出警的公安民警。

成都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刘某、

陈某某等人不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

妥善处置，为泄愤纠集多人故意损毁

医院医疗设备等公共财物，造成严重

损失，且因严重扰乱被害单位医疗秩

序并妨害民警执行公务， 影响恶劣，

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罪，据此判处二人犯聚众扰

乱社会秩序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刑 法 修 正 案（九 ）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收买被拐儿童或一律追刑责

大气污染防治法

国家安全法

草案二审稿对考试作弊行为作出

了规定， 将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后增

加一条，作为二百八十四条之一：在法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

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昨日就修

改情况作说明称， 在修法过程中，有

的地方建议增加“情节严重”入罪，或

者规定以此为业的构成犯罪。 有的地

方和部门建议， 进一步明确考试的范

围，或者修改为“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的统一考试”，将“组织考试作弊的”

修改为“组织作弊的”。全国人大法律

委员会综合各方面意见， 最终在修正

案草案二审稿中作出了上述规定。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

阮齐林表示，“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

四条的规定，组织替考者或替考者只

有在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造成

严重后果的，才有可能受到刑法的追

究。”阮齐林称，按照目前的刑法规

定，对于组织替考者、替考者和请人

替考者，均没有作为犯罪来处理。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频繁发生

的替考事件，暴露出考试作弊对社会

诚信体系的巨大破坏，并造成了恶劣

的社会影响，已经具有了立法的必要

性。” 阮齐林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

称，草案不仅对组织替考者、替考者

规定了刑罚，对请人替考者的入罪情

况也进行了规定，“通过替考入刑规

定，加大对替考问题的惩处，维护社

会的公平和诚信。”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中国政法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阮齐林表示，“收买

儿童，甚至一度无罪！”

目前拐卖儿童罪的前身， 是1979年

《刑法》中规定的拐卖人口罪。1979年《刑

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拐卖人口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和现行《刑法》相比，1979

年《刑法》没有体现出对妇女、儿童的单

独保护。此外，起点刑期为五年之下，没有

死刑，收买行为未入刑。

全国人大常委会1983年9月2日作出的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的决定》中，拐卖人口犯罪被列为“严打”

重点。当中阐述，对拐卖人口集团的首要

分子， 或者拐卖人口情节特别严重的，可

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

处死刑。根据《决定》，拐卖人口最高刑为

死刑，但对收买行为仍未作出规定。

1991年9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

子的决定》则对此前的拐卖人口罪做了重

大修改和补充。其中，对拐卖儿童的，处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一万元以

下罚金。拐卖儿童集团首要分子、拐卖儿

童三人以上的，造成被拐卖儿童或者其近

亲属重伤， 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将

儿童卖往境外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无期徒刑，并处一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

财产。另外，决定首次规定严禁收买被拐

卖儿童。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至此，收买儿童

行为得以正式入刑。

1997年《刑法》基本沿袭了1991年决

定精神。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一审稿，修改

为对被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

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

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草案二审稿中，“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表述直接被拿掉。

现行刑法中，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

为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没有对二者

作出区分。一审稿则继续沿袭了这一思路。

针对草案， 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部门和地方提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和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情况有所不同，在刑事政

策的掌握和处罚上应当有所区别，对后一种

情况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应当慎重。法律委员

会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将收买被拐卖的

儿童，对被收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

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修改为“可以从轻处罚”。

“简而言之，针对收买被拐卖儿童问

题，一审稿和现行刑法相比，是一个罪与非

罪的问题。二审稿和一审稿相比，则是一个

罚与不罚、罚轻罚重的问题。”对此，李永升

教授表示，现行《刑法》中，对于该条款阐

述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收

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不阻碍对其进

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一审稿中，“可

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变为了“可以从轻、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这一措辞的变

化，李永升表示，现行《刑法》中一旦选择

不追究刑事责任， 则意味着该行为无罪。

草案一审稿中的免除处罚，则是认定为有

罪，只不过是免除处罚，“草案和现行刑法

相比，虽然有一个罪与非罪的区别。但草

案仍意味着，收买儿童这一行为仍能够逃

脱刑事处罚。”

草案二审稿中， 针对收买被拐卖儿

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直接被拿去。对

此，李永升表示，从轻是在法定刑内处罚，

减轻则是法定刑以下处罚。“二审稿和一

审稿相比， 除了无法免除刑事处罚外，另

外还不可能在法定刑以下接受处罚。这体

现了对儿童的保护。

对于将妇女、儿童区别对待，李永升

表示，这体现了法律的价值指向问题，“妇

女，指的是年满14周岁的女性。儿童，指的

是14周岁以下的孩子。两者相比，无论辨

别能力还是自我保护能力，儿童都最需得

到法律的保护。”

妇女、儿童区别对待

儿童最需得到法律保护

打击收买儿童犯罪

从无到有、从轻到重

修正

背景

延伸

解读

立法

历程

最高检拟在

13省份试点公益诉讼改革

昨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北京、内蒙古、

吉林、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

广东、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13省

份检察院试点公益诉讼改革。 如授

权决定通过， 今后检察机关也将成

为公益诉讼人， 可以为了公共利益

起诉公民、组织和行政机关。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

明表示，此次公益诉讼并非全面铺

开，而是试点改革。其中，民事公益

诉讼的案件范围是检察机关在履

行职责中发现的污染环境、食品药

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

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被告是实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行

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

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是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管

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或不作

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

侵害的案件，被告是违法行使职权

或不作为的行政机关。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北京报道

打击考试作弊

追究“枪手”刑责

关

注

焦

点

关

注

焦

点

本月，南京举办一场走失儿童艺术肖像油画展，

61

张走失“面孔”震撼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