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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六次会议第三次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
经过两次审议修改后，这部事关人们“心肺
之患”的法律草案又有多处重要修改。

提高燃油质量标准，明确环保部门可
到车厂进行现场检查、抽样检测，增加遥
感监测手段对行驶的机动车进行监督抽
测，严控船舶大气污染排放……大气污染
防治法修订草案三审稿中的这些硬措施，
有望成为治理大气污染的四项新“法宝”。

明确环保部门抓源头
震慑造假车企

记者调查发现， 在国产重型柴油车市
场中，环保装置制假售假严重，有的汽车生
产企业“送检样车合格、批量制假售假”。监
管存在新车上牌把关不严、 前置审查难度
大、后续监管乏力等问题，仅靠路检抽测开
罚单，很难改变“黑烟遍野”的超标现状。

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制造、销售
或者进口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
机动车船，由“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罚款。

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
长李昆生介绍说，机动车排放问题是否为
产品质量问题、是否由环保部门“依法行
使监督管理权”都无定论，致使10多年来
对车企制假售假或销售超标车辆鲜有处
罚案例，且近10年质监部门两次制定和修
订汽车召回管理条例均无“环保召回”内
容，难以约束车企制假售假。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三审稿赋
予了环保部门单独进行现场检查、抽样检
测的权力。规定省级以上政府环保主管部
门可以通过现场检查、 抽样检测等方式，
加强对新生产、销售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监督检查。工
业和信息化、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
有关部门予以配合。

“不打招呼，不留情面。”专家指出，修
订草案将相关监管职权赋予环境行政主
管部门， 有利于从源头严格管理车企，形
成震慑。

提高油品标准
严格约束油企

燃油品质直接关系到机动车尾气排
放。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宝
树说，长期以来，我国的燃油质量标准落
后于机动车排放标准， 无论是国四标准，
还是国五标准，部分环境保护指标如烯烃

和芳烃的含量均定得过高，成为导致机动
车尾气污染城市大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增加
条款，提出制定燃油质量标准，应当符合国
家大气污染物控制要求，同时，石油炼制企
业应当按照燃油质量标准生产燃油。

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委员会有关专
家表示，油品标准的升级，可实现全部在
用机动车排放净化系统效率的进一步提
升，保证达到相应阶段排放标准的机动车
达标排放，在成品油储运过程中各个环节
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等有害气体的排放。

高科技遥感
行使车辆排放也能检测

对行驶中的机动车尾气排放， 如何监
管？修订草案三审稿提出，在不影响正常通
行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遥感监测等技术手
段对行驶的机动车的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
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配合。

据了解，采用激光遥感监测技术检测机
动车排放，是通过遥感设备发出的部分红外
光和紫外光照射机动车尾气，对尾气中不同
物质的吸收光谱进行分析， 检测出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的浓
度。这种技术具有检测速度快、效率高、监测
范围广、节省人力等特点，已在很多发达国
家和地区应用。

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副主任
厉凛楠说，遥感监测有助于填补对上路行
驶的机动车的监管空白，提高环保执法检
查的科技含量。

减少船舶排污
划定控制区域

船舶， 一直是被忽视的空气污染源。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沿海港口城市
大气污染严重，船舶排放的污染物是重要
来源，尤其是远洋运输船舶，使用的燃料
主要是含硫量高的重油，污染大。

修订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国务院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在沿海海域划定船
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进入排放控制
区的船舶应当符合船舶相关排放要求。同
时提出，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
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

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委员会有关专
家表示，将船舶和港口的施工机械纳入管
理，非常及时必要，当前要对船用排放控
制进行技术提升， 切实提高船用排放标
准，降低港口船舶污染。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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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24日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草案）》明确，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
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若发现家庭暴力情况却不
及时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给予处分。

草案规定， 反家庭暴力工作遵循预防为
主，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为了及时发现
和制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为
了更好地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若在工作中发现家暴或疑似
家暴情况的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未按规定
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根据家庭暴力轻重的不同，草案对不同情节
的家暴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处理规定。 情节较重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反家暴法提请审议

学校医院发现家暴
不举报或将担责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为把好代表“入
口关”，加强代表资格审查工作，24日提请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地方
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
公民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得
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
的与选举有关的任何形式的资助。

“这次修改‘三法’是部分修改，不是全面
修改，重点就是落实党中央的要求，从法律上、
制度上着力解决基层人大依法履行职责、发挥
作用以及代表选举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向大会
作说明时表示。

草案指出，违反“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接受
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的与选举有关的任
何形式的资助”规定的，不列入代表候选人名
单；已经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的，应当从名单
中除名；已经当选的，其当选无效。

为严把“审查关”，草案规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依法对当选代表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定
的代表的基本条件，选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
序，以及是否存在破坏选举和其他当选无效的违
法行为进行审查， 提出代表当选是否有效的意
见，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
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报告。

草案还增加规定，当选代表名单由选举委
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予以公布。

把好人大代表“入口关”

我国拟修“三法”
助力大气污染治理

责任编辑 曾楚禹 周倜

时事聚焦2015年8月25日 星期二14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24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
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 如果草案得以通过，将
意味着我国在时隔40年后再次实施特赦。为何
选择这个时机特赦？特赦四类罪犯是怎样考量
的？特赦的意义何在？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分
析和解读。

时机：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草案说明时，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表示：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赦部分服刑罪犯，是实
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大
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认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拟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
特赦，契合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氛围。在这一重大节庆
时刻，我国依法施行特赦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依法施行特赦是有国内外先例可循
的。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赦免制度大多
是在国家节日、庆典或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
实施。

我国1954年制定的宪法规定有大赦和特
赦的规定， 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实行过大赦，而
只实行过特赦。从1959年到1975年，我国共实
行过7次特赦。 除了1959年的第一次特赦是既
对战争罪犯，又对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实行以外，其余六次特赦都是只对战争罪犯实
行。从1975年至今的40年间，特赦制度在我国
虽然有宪法、法律规定却再未实行过。

考量：
特殊贡献＋人道主义

此次拟特赦的四类罪犯包括：一是参加过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
罪犯；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
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
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三是年

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
的服刑罪犯； 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
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
外。

对于第一类特赦对象，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储槐植认为，是为了表示对他们曾经参加过
的正义战争行为的高度认可与奖励。此举充分
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反对
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和统一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将极大地激发
全体中国人民包括正在服刑的犯人的爱国热
情和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凝聚民心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第二类特赦对象的除外情形，中国政法大
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王平认为，除外情形中贪
污受贿犯罪是职务犯罪中性质最为严重的两
类犯罪，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的情况下，对贪污受贿犯罪不予特赦主以彰显
党和政府坚决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为了国家
安全、 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考
虑，将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
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
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
活动犯罪，有组织犯罪的主犯排除在此次特赦
之外， 是因为这几类犯罪都是性质十分严重、
社会危害性很大。 针对累犯不予特赦的原因，
王平分析，累犯较之初犯、偶犯具有更深的主
观恶性和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因此也被排除在
特赦之外。

针对第三类特赦对象，王平说，我国2011
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了对老年人
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 此次将年满75周岁、身
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作为
特赦对象，在指导思想和操作思路与刑法修正
案（八）相关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不同的
是，这次是对正在服刑的符合特赦条件的老年
罪犯一次性的全部适用，范围更广，从宽的力
度更大。 需要注意的是，“年满75周岁”、“身体
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三者是并列关系
而不是选择关系。

关于第四类特赦对象，储槐植认为，“没有宽

恕就没有未来”， 该条规定在指导思想和思路上
与我国一贯坚持的对未成年犯罪人采取“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是一致的。同时，对此类罪
犯的特赦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 犯故意杀人、
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
品犯罪的除外。这是因为这几类犯罪的犯罪性质
都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很大。

意义：
树立形象 彰显权威

特赦，是对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其刑罚的全部
或一部的执行。 我国现行宪法第60条和第80条
规定， 特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
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实施。

宪法学专家认为，时隔40年，我国拟再次
依照宪法施行特赦，传递出依宪治国、依宪执
政的理念，有助于让宪法思维内化于全体公民
心中，切实增强宪法意识，并全面推动宪法的
贯彻实施。同时，对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卫国
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犯以
及符合条件的老年犯、不满十八周岁罪犯施行
特赦，也是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
精神的充分印证。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认为，在新
的历史时期施行特赦，充分展示了刑罚人道主
义， 凸显了国家和社会对罪犯的必要宽容。同
时， 面对社会转型时期较为严峻的犯罪态势，
此举无疑有助于社会各界逐步树立科学理性
的刑罚观，有助于改变民众对于严刑峻罚的过
度期待。此外，这次拟对部分服刑罪犯实行特
赦，使之得到宽大待遇，切实体现了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区别对待之基本蕴涵。

李适时在作草案说明时也明确：从党和国家
层面看，特赦可以展示我们党的执政自信和制度
自信，树立我国开放、民主、文明、法治的大国形
象。 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层面看，有
利于弘扬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慎刑恤囚的历史
传统，形成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
氛围。从实际效果看，可以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
热情，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
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
实行过 7次特赦 ， 分别是
1959年、1960年、1961年 、
1963年、1964年、1966年对
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
团、 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
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 直至
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

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
外，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
从善” 作为赦免罪犯的主要
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 除第
一次特赦对象包括反革命罪
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战犯，其
余六次均为战争罪犯。

第一次特赦
1959年12月4日， 为庆

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十周年， 对于经过一定期
间的劳动改造， 确实改恶从
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
的战争罪犯、 反革命罪犯和
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
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
刑事罪犯12082名、 战犯33
名。值得一提的是，被特赦的
战犯中， 包括伪满洲国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
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
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
濂等， 杜聿明特赦后曾任全
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
和常委、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专员。

第二次特赦
1960年11月28日，对于

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 确实
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
满洲国的战争罪犯， 实行特
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
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
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
（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原属
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
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
1961年12月25日，对于

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 确实
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
满洲国的战争罪犯， 实行特
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
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
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
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
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
1963年4月9日， 对于

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 确实
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 伪
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
战争罪犯， 实行特赦， 共释
放了35名“战争罪犯”， 包
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
30名， 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
4名， 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
的战犯1名。

第五次特赦
1964年12月28日，对于

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 确实
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
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
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
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
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
石集团的战犯45名， 原属伪
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
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六次特赦
1966年4月16日， 对于

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 确实
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
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
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共释放
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
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
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
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
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
名。

第七次特赦
1975年3月19日， 对全

部在押战争罪犯， 实行特赦
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
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
次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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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特赦决定草案 大看点
背景链接

大新“法宝”

时隔40年拟再次依照宪法施行特赦

7
次
特
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