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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
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
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
负责人就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问：特赦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答：特赦是国际通行的在遇有重要历史

节点时国家对特定罪犯赦免余刑的人道主
义制度。我国自唐代起就形成了“盛世赦罪”
的历史传统。宪法中对特赦制度作了明确规
定。 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八项的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特
赦的职权；根据第八十条的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

问：新中国成立后进行过几次特赦？
答：新中国成立后至1975年，对战争罪

犯、反革命罪犯和部分普通刑事罪犯进行过
七次特赦，对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化消极
因素为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推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根据现行宪法，2015年，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之际，我国又特赦了31527名罪犯，取得了良
好效果，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一次
创新实践， 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
义。

今年进行的这次特赦，是新中国成立后
第九次特赦。

问：为什么要实行这次特赦？
答：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是新

时代第一个逢十的周年，是“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进入历史交汇期的关键之年，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第二个重
要节点。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对部分罪犯

实行特赦，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有利于彰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续中华文
明慎刑恤囚、明刑弼教的优良传统，推进法
安天下、德润人心的仁政，展示执政自信和
制度自信，树立新时代盛世伟邦形象。二是
有利于弘扬全面依法治国理念，形成依宪执
政、依宪治国的良好社会氛围，深入推进法
治中国建设。三是有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充分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最大
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四是有利于展现我国人权司法保障
水平，进一步树立我国开放、民主、法治、文
明的国际形象。

问：这次特赦必须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答 ： 为确保此次特赦取得好的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必须遵循以下基本
原则：

一是，坚持积极审慎。既着眼于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又考虑当前我国
刑事犯罪等实际情况，按照循序渐进要求做
好特赦工作。

二是，坚持公平公正。突出特赦对象身
份的不可攀比性，将特赦对象限定在社会可
以普遍接受的范围内；精心设计、严格把握
特赦条件，做到易掌握、可操作。

三是，坚持依法办理。党中央作出特赦
决策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特赦决定，国
家主席发布特赦令，司法行政机关等提请特
赦，人民法院审理特赦案件，人民检察院监
督特赦实施，每个环节都严格按照宪法和法
律规定办。

四是，坚持平稳有序。对全体服刑罪犯
加强思想、道德、法治教育，对拟特赦罪犯是
否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进行评估，并加强对
特赦罪犯释放后的教育管理工作，确保未获
特赦罪犯安心改造、被特赦人员回归社会后

遵纪守法。
问：为何对这些罪犯实行特赦？
答：这次特赦的对象是依据2019年1月1

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正在服刑的
九类罪犯。第一、二、六、七类特赦对象与
2015年相同；第三、四、五、八、九类特赦对象
是新增加的。 其中， 第三、 四类对象是为
国家强大和综合国力提升， 或者巩固国防、
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过贡
献。 对第五类对象实行特赦， 有利于鼓励
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做斗争， 积极参与抢
险、 救灾等工作， 在全社会营造见义勇为
的良好氛围。 对第八类对象实行特赦， 体
现了党和国家对女性的特殊关怀， 有利于
纾解这类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或者身体有严
重残疾、 生活不能自理的子女抚养方面面
临的特殊困难， 易为社会所理解和支持，
也有利于她们感恩党和政府， 妥善照顾家
庭， 积极回报社会。 第九类对象已经在社
区， 社会危险性小，特赦有利于他们真正融
入社会、回报社会。这九类特赦对象，既包括
中国籍罪犯，也包括外国籍罪犯；既包括在
监狱、看守所服刑的罪犯，也包括正在进行
社区矫正的罪犯。

问：具有哪些情形的罪犯不得特赦？
答：具有以下情形的，不得特赦：一是部

分严重犯罪的罪犯。主要考虑是：当前，反腐
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为始终保持反腐败高
压态势，对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罪犯不宜
特赦；为防止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对严重
刑事犯罪等罪犯不宜特赦； 为维护国家安
全，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罪犯不宜特赦。二
是部分剩余刑期在十年以上的和仍处于无期
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三是曾经被特赦
又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四是不认罪悔改的。
五是经评估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

� � � � 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
6月29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

赦令 ，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
的决定， 对依据2019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
出的生效判决正在服刑的九类罪犯予以特
赦 。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
际 ， 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 ， 是实施我
国宪法确定的特赦制度的又一次重要实践，
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
体现， 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特赦是国际通行的在遇有重要历史节点
时国家对特定罪犯赦免余刑的人道主义制
度。 我国自唐代起就形成了 “盛世赦罪” 的
历史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5年， 我国先
后进行过7次特赦。 根据现行宪法， 2015年，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之际， 我国又特赦了31527名罪
犯， 取得了良好效果。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也是 “两
个一百年 ” 奋斗目标进入历史交汇期的关
键之年。 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对部分罪犯
实行特赦 ， 有利于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承续中华文明慎刑恤囚 、 明刑
弼教的优良传统 ， 展示执政自信和制度自
信； 有利于弘扬全面依法治国理念， 形成依
宪执政、 依宪治国的良好社会氛围， 深入推
进法治中国建设 ； 有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 充分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 最
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 有利于展现我国人权司法保
障水平 ， 进一步树立我国开放 、 民主 、 法
治、 文明的国际形象。

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 、 保障性作
用 。 此次特赦 ， 贯彻了全面依法治国的要
求。 在九类予以特赦的罪犯中， 有的为民族

独立和建立新中国作出过贡献 ， 对他们特
赦， 可以突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的主题。 有的为巩固国家政权， 维护国家
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曾经作出过贡献， 为
国家强大和综合国力提升曾经作出过贡献，
为巩固国防、 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曾经作出过贡献， 等等， 对他们特赦， 符
合此次特赦的目的 。 同时 ， 对贪污受贿犯
罪、 严重刑事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 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等特定情形的罪犯不予特赦， 充
分考虑到了当前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的形
势， 也充分考虑到了维护人民群众安全感、
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体现了鲜明的法治精
神。

确保此次特赦取得好的政治效果、 法律
效果、 社会效果， 必须坚持积极审慎原则，
既着眼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又考虑当前我国刑事犯罪等实际情况， 按照
循序渐进要求做好特赦工作； 必须坚持公平
公正原则 ， 突出特赦对象身份的不可攀比
性， 严格把握特赦条件； 必须坚持依法办理
原则， 司法行政机关等提请特赦， 人民法院
审理特赦案件， 人民检察院监督特赦实施，
每个环节都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办； 必
须坚持平稳有序原则， 对全体服刑罪犯加强
思想、 道德、 法治教育， 对拟特赦罪犯是否
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进行评估， 并加强对特
赦罪犯释放后教育管理工作， 确保未获特赦
罪犯安心改造、 被特赦人员回归社会后遵纪
守法。

特赦制度的再次实施， 昭示了法治与仁
政 ， 树立了新时代盛世伟邦形象 。 此次特
赦， 必将有助于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 稳预
期、 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为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筑牢法治基石。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载6月30日
《人民日报》）

依法特赦
彰显法治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6月27日，张家界天门山景区，选手在参加花式技巧赛。 当天，张家界天
门山动力伞特技国际大师赛开赛，来自巴西、法国、美国、希腊、西班牙、阿联
酋6个国家的7名世界顶尖动力伞飞行员展开花式技巧赛的角逐。 美国选手
马特获得花式技巧赛冠军。 王晋新 丁云娟 摄影报道

天门山动力伞特技国际大师赛开赛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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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579 1040 16421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23 173 22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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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答记者问

为何特赦?哪些罪犯不得特赦？

三湘都市报记者 黄海文
通讯员 彭姣 龙治宇

6月27日上午9时，古丈县红石林镇，“铁
马洲农家店” 店主彭勇玉正在给快递发货。
新疆一客户通过电商平台联系她要2.5公斤
毛尖茶， 双方在网上谈妥价格：1200元/公
斤。

“以前卖茶叶要手提肩担送到县城， 现
在多方便呀， 在手机上一点， 足不出户就
能将茶叶卖到全国。” 彭勇玉乐呵呵地告诉
记者，“村里有一半人会玩电商， 卖农产
品。 ”

农家大嫂玩手机，年销农货40万元
现年47岁的彭勇玉是红石林镇铁马洲

村的普通农妇，夫妻俩在家门口经营了一家
杂货店，全家6口的日常开销都靠这。

2017年， 适逢古丈县推进电商扶贫，全
县开设湖南扶贫小店103个。 彭勇玉的“铁马
洲农家店”也被纳入其中。 县电商办的工作
人员动员她到县城培训，并告诉她，学好网
上销售流程，以后坐在家里也可以与全国各

地的消费者做生意。
“人都看不到，怎么做生意哟？ ”彭勇玉

向记者回忆，她当时根本不信。 但经不住工
作人员的多次劝说，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
县城参加了培训。 她当时想：反正不花钱，还
管吃住。

“50人的教室黑压压一片， 坐得满满
的， 都跟我一样来自各乡镇的农民。” 她回
忆刚进班时说，“这么多人都来了，难道还有
假？ ”她开始信了，先后安安心心接受了7次
培训，电脑上网、电商操作程序、手机上网
等。

学会操作后，彭勇玉试着在网上给长沙
的一个客户发了50只土鸡蛋， 净赚了38元。
她高兴得合不拢嘴。 她从村里收购土鸡蛋、
鸭蛋、茶叶、八月瓜、蓝莓、蜂蜜、腊肉等农产
品，都用手机在网上销售，赚取差价。“去年
销售农产品40万元， 最远的卖到新疆、西
藏。 ”彭勇玉开心地说，“与以村前相比，每年
多5万元左右的收入！ ”

全村网上售农货，8旬阿婆乐呵呵
“手指一点，坐家收钱,真神奇！ ”彭勇玉

用手机赚钱，引发铁马洲村民的效仿，他们
也学着网上销售自产的农产品。 据记者了
解，该村上至60岁，下到10岁的孩子都会玩
网商。

今年80岁的田志玉阿婆去年种了5分地
的八月瓜，她托人在网上帮忙销售，竟然赚
了8000多元。老人乐呵呵地问记者：“买瓜的
人看不到，怎么也卖得出瓜？ 那么小的手机，
能装得上几千块钱？ ”

记者忍不住也笑了， 告诉她：“阿婆，这
就是新科技带来的好处。 ”阿婆似懂非懂地
说：“哦，太神了！ ”

古丈县电商办副主任宋菊生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全县共开设湖南扶贫小店103个，
建设村级电商示范站5家、 村级电子商务服
务站89家，实现贫困村全覆盖。 为普及电商
知识，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古丈县今年
来积极开展电商培训工作，县电商办采取集
中与上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集中培训
3次，上门培训达100余次。 据统计，去年全县
共开展培训各类电商人员达1300余人次,截
至目前， 全县农产品上行交易额达4537.4万
元。

记者在扶贫一线

农家大嫂网上售农货
湖湘自然笔记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夏至过后，气温一天高似一天，经历过长
久的闷热，山间的一场阵雨，足以唤醒藏匿在
土地低处的小蘑菇，它们撑开白、灰、黑色，甚
至色彩艳丽的“小伞”，在林间树旁一棵棵挺
立起来。

6月至9月，蘑菇进入疯狂生长期，但其存
活时间较短，最长不过几天，因此，被誉为“山
珍”，成为人们要抓紧时间尝鲜的自然野味。

美味的山间“杀手”
蘑菇味美， 在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眼里，

惊雷过后，到山间采摘野蘑菇食用，其味之
鲜，可令“白鹅截掌鳖解甲”，让鹅掌和鳖都

“自愧不如”。
据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真菌研

究室主任陈作红介绍，目前全世界记载可食
用的野生蘑菇约2000种， 我国可食用的有
900余种，分布广泛，以山里腐质层较厚的开
阔地带最为多见。

“在湖南，大部分人在山里采摘食用的
是红菇属和牛肝菌属的蘑菇。 ” 陈作红说，

“湘西地区，人们则习惯采食枞菌。 ”
有经验的“山野美食家”懂得只采摘认

识的蘑菇，但陈作红表示，蘑菇种类繁多，全
球已知的毒蘑菇有400多种， 一般人难以区
分。 经过他近几年的调查，在我省引发过食
用中毒事件的毒蘑菇种类，就有30多种。

湖南上半年雨水充沛，给蘑菇提供了有利
的生长条件。 根据湖南省食安办发布的数据，
截止到6月25日， 今年全省已发生野生蘑菇相
关食源性疾病事件58起。

他说，在我省，容易误食导致死亡的毒
蘑菇品种，70%以上是由鹅膏菌属中的种类
所引起的。

全省各地均有分布的灰花纹鹅膏就是鹅
膏菌属中的一种。 它虽在全省各地均有分布，
要找到它却需要费些功夫，灰色至深灰色的外
表，让它完美地和枯叶融到一起。 但这种低调

的毒蘑菇， 却是导致我省发生中毒事件最多、
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种类，近二十多年
间，有近百人误食灰花纹鹅膏丧命。

陈作红说，其实鹅膏菌属是毒蘑菇中比较
好识别的。 采摘之后，细细观察：菌盖是它的帽
子，菌柄是它的身体，菌环是腰间的裙子，菌托
是脚上穿的鞋，这4项条件全部完备的蘑菇，大
部分都是有毒的，千万弃之勿食了。

民间鉴“毒”方法不可信
误食毒蘑菇事件的受害者， 往往就是经

常采食野生菌的农民。
陈作红给记者展示了几组对比照， 不少

可食用野生菌和有毒野生菌的形态， 几乎一
模一样，若非专业人士指点，的确难以区分。

稀褶红菇与亚稀褶红菇， 成熟后都呈下
凹的漏斗状，菌肉白色，受损后变成红色，前
者无毒，后者俗称“火炭菌”，一个中等大小的
毒蘑菇，就足以毒死一个成年人。

叶状耳盘菌与黑木耳十分相似； 可食用
的草鸡枞鹅膏，和灰花纹鹅膏放在一起，一般
人就犯迷糊了。

要区分有毒蘑菇和食用蘑菇， 是否有简
单的标准呢？ 陈作红表示，很遗憾，没有。 而
且，民间流传的鉴别方法也不可信。

颜色艳丽的蘑菇有毒，普通的便无毒吗？
他说，不少人就是受此影响，误食了颜色普通
的灰花纹鹅膏；相反，鲜黄色的红托鹅膏、紫
色的花脸香蘑等，却是可以食用的美味。

将蘑菇跟瓷片、大蒜、银器等一起煮，颜
色变黑便有毒的辨别方式也是不可靠的。

容易生虫、 生蛆的蘑菇， 也可能含有剧
毒；蘑菇向来野蛮生长，根据生长环境来判断
是否有毒，是没有根据的。

那是否煮熟了就没事了？ 陈作红说，并非
如此。 大部分毒蘑菇的毒性稳定，高温、干燥等
烹饪和加工方法，都没有办法去除它的毒性。

因此，陈作红呼吁大家，在野生菌的高发
季节，没有十足的把握，切勿食用“面生”的野
生蘑菇。

蘑菇味美“面生”勿食

� � � � 湖南日报 6月 29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黄炜敏 王丽容 ） 据中国地震台网
测定，6月29日上午10时12分，娄底市双峰县
发生3.4级地震。 接到相关情况通报后，省自
然资源厅立即组织调度省地质灾害应急中
心和震区周边市县两级自然资源部门，迅速
开展震区及周边地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巡
查。 截至今日13时，没有地质灾害情况报告，
震区周边群众生产生活正常。

地震活动可能引起崩塌、滑坡、泥石流、
地裂缝、地面塌陷、砂土液化等次生灾害，防
治地震地质灾害是防震减灾的重要内容。

双峰县地震发生后，省自然资源厅第一

时间调度省地勘局418队、 省物勘院和省地
调院派出技术队伍， 前往相关市县提供技术
支持。重点对娄底市娄星区、双峰县、涟源市、
邵东县、 湘乡市及邻近县市区的所有在册地
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查， 对潜在危险区开展
拉网式排查，对重要隐患点、岩溶塌陷区域、
人口密集区加密巡查；同时强化监测预警、落
实群测群防，严防次生灾害。

相关技术队伍将在震区及周边地区持
续开展排查巡查工作， 及时落实监测预警和
群测群防措施。 省自然资源厅也将密切关注
事态发展变化，落实地质灾害各项防治措施，
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省自然资源厅紧急部署
震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

重点对娄星区、双峰县、涟源市、邵东县、湘乡市及邻近
县市区的所有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查

陈树湘故里：
烈士后人诉衷肠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李治）小雨霏霏忆忠魂。 今
天， 陈树湘战友韩伟中将之子韩京京来到长沙县福临镇陈
树湘故里讲述历史，长沙经开区党工委、长沙县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将学习场所搬了过来。

长沙经开区党工委、 长沙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来
到树湘公园，参观了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并在陈树湘
雕像前重温入党誓词。 随后，韩京京以《碧血湘江化忠魂 生
死与共战友情》为题，深情讲述了湘江之战、红三十四师的
历史，以及其父韩伟中将和陈树湘烈士的革命情谊。

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沈裕谋表示，在
陈树湘烈士家乡福临镇举行的这次学习， 就是要号召县区
全体党员“铭记英雄、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自觉
向先进学习、向典型靠拢、向榜样看齐，深刻体悟、俯身践
行、不断强化初心和使命，进一步夯实县区高质量发展思想
基础，以人民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来告慰历史、告慰先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