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月3日下午，湖南湘涛队在俱乐部益阳基地进行了海外拉练回国后的首场训练。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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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记者从国家海洋局获悉， 为让国
际社会了解事实真相， 进一步宣示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
的主权， 钓鱼岛专题网站的英文版和日文版4日上线运行。

钓鱼岛专题网站由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办， 英文版和日
文版的网址分别为 http： //www.diaoyudao.org.cn/en和
http： //www.diaoyudao.org.cn/jp。 此前， 中文版已于2014
年12月30日开通， 网址为http： //www.diaoyudao.org.cn和
http： //www.钓鱼岛.cn。

钓鱼岛专题网站英日文版开通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
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和《关于深入开展
学雷锋活动的意见》精神，在“3·5”学雷锋日前夕，中宣部向全
社会公布了第一批50个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50名全国
岗位学雷锋标兵。

这次中宣部命名并公布的第一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名单另发），涵盖了社区、农村、企业、学
校、机关、窗口单位等基层单位，覆盖了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各条战线，在全社会发挥了模范传承雷锋精神、带头践行核心
价值观的示范引领作用。

中宣部公布首批
学雷锋示范点和学雷锋标兵

作为我国第一个全面的反家庭暴力
刑事司法指导性文件， 从基本原则、 案
件受理、 定罪处罚、 其他措施4个方面，
对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提出了指
导意见。

明确对家暴加强司法干预
这份意见指出， 针对家庭暴力持续

反复发生，不断恶化升级的特点，法院、
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对已发
现的家庭暴力，应当依法采取及时、有效
的措施，进行妥善处理，不能以家庭暴力
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 或者属于家务事
为由而置之不理，互相推诿。

意见同时提出“首问负责”的要求，
不管被害人向公检法哪个机关报案，首
先接报的机关都应当受理， 问明案件情
况。如果符合立案条件就应当及时立案，
如果不符合立案条件应当将案件移送给
其他的主管机关。

最高法刑一庭庭长杨万明说， 公检
法司四机关在家暴案件中的各自职责，
案件到了各个机关分别该怎么处理，被
害人利益如何保护等， 这份意见都进行
了明确。“司法机关积极履行职责、 及时
干预家庭暴力， 对于保障被害人合法权
益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虐待、遗弃可按故意杀人罪论处
意见明确提出， 家庭暴力中的虐待

犯罪中， 施暴人主观上具有希望或者放
任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故意， 持凶器
实施暴力， 暴力手段残忍， 暴力程度较
强， 直接或者立即造成被害人重伤或者
死亡的， 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
人罪定罪处罚。

家庭暴力中的遗弃犯罪中， 希望或
者放任被害人死亡， 不履行必要的扶养
义务， 致使被害人因缺乏生活照料而死
亡， 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带至
荒山野岭等人迹罕至的场所扔弃， 使被
害人难以得到他人救助的， 应当以故意
杀人罪定罪处罚。

在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这么一
个例子：邓某未婚先孕后在网吧卫生间产下
一名女婴， 她将一团纸巾塞入女婴口中，将
女婴弃于垃圾桶内，而后将垃圾桶移至难以
被人发现的卫生间窗外的窗台上，致该女婴
因机械性窒息死亡。邓某最终被法院以故意
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制止家暴可认定正当防卫
意见提出， 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

取制止行为，只要符合刑法规定的条件，就

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防卫行为造成施暴人重伤、死亡，且明显超
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
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根据意见，认定防卫是否过当，应当
以足以制止家暴侵害的需要为标准，根
据家暴严重程度、手段残忍程度，防卫人
所处环境、面临危险、采取的手段、造成
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 以及既往家暴
严重程度等进行综合判断。

杀害长期施暴人
可酌情从宽处理

意见提出，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
在激愤、 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
庭暴力， 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
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
素， 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
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对于因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体、精神
受到重大损害而故意杀害施暴人， 或者因
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暴
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
残忍的，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杨万明说：“许多妇女遭受家暴不堪
忍受又正面反抗不过， 趁施暴人累了或
睡了以后突然打击并杀害施暴人。 在这

种情况下必须充分考虑被杀的人在案件
起因上的过错， 这也是对家暴受害人杀
害施暴人从宽考虑的重要因素。”

“但我们绝不是鼓励妇女奋起反抗，
以暴治暴来摆脱家庭暴力。 遭受家庭暴
力后，应当拿起法律武器，通过法律渠道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说。

尊重家暴被害人意愿
应以法律为底线

这份意见提出， 办理家庭暴力犯罪
案件，既要严格依法进行，也要尊重被害
人的意愿。在立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提起公诉、判处刑罚、减刑、假释时，应当
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 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作出合情、合理的处理。

杨万明表示， 对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的
各种顾虑或者意愿， 司法机关在充分尊重
的同时，也必须尽到积极干预的责任。

“有些人是希望维持家庭完整或保
护个人隐私，所以不愿意报案等，如果这
是被害人的真实意愿， 司法机关应当予
以充分尊重。”他说，“还有一些被害人是
小孩子、老人等没有报案能力，或者受到
施暴人的威胁恐吓而不敢报案， 那么从
保护被害人权益出发， 检察机关可以代
为告诉。”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3月4日，最高法、最高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

架起家庭法治“高压线”

责任编辑 李特南 孟姣燕 蔡矜宜

目标冲超？
说“没想法”，大家也不相信

聘请有“冲超” 经验的外教斯坦科
夫，引入多名高质量的内外援，首次赴海
外拉练，将主场再次搬回“高大上”的贺龙
体育中心……新赛季湘涛如此“大动作”，
这还不是要“冲超”的节奏？ 对此，俱乐部
总经理张旭表示：“说没（冲超）想法，外界
也不会相信。 我们一直在努力超越自己，
当然球队肯定是想再进一步。 ”

本赛季，湘涛的“大动作”早就吸引
了众多眼球———斯坦科夫曾在2011赛
季率领大连阿尔滨成功“冲超”，在续签
上赛季表现出色的卡贝萨斯、斯蒂万两
名外援后， 又签下前黑山国脚伊达尔。
更重要的是，球队本赛季的新内援也有
看头：前国脚陈子介，有中超经历的姚
江山和杨柯，就连来头最小的李想也在

上赛季中甲联赛有15球入账，高居本土
射手榜第二位。

发布会上， 作为4位内援中名气最大
的陈子介表示：“目前的湘涛队与2012年
冲超成功的上海东亚很像， 都建成了基
地、完善了梯队，球队特别团结，我希望湘
涛队也能完成同样的目标。 ”

主要对手？
强敌6至7个，关键是做好自己

本赛季的中甲联赛和上赛季非常相
似，没有一枝独秀的球队，冲超预计依然
呈现多家混战局面。

对于即将面临的“血雨腥风”，湘涛
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备战。斯坦科夫介绍，
球队在土耳其期间进行了高强度训练，
也刻意安排了与一些强队比赛，“虽然输
了一些比赛，但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

有过中甲经验的斯坦科夫对新赛季
的冲超形势也做了功课，“中甲联赛并不
容易，大连阿尔滨、北京八喜、北京控股

等球队都有非常强的实力，我觉得有6至
7支球队具有冲超的希望。 ”斯坦科夫表
示，他并不太在意其他球队如何，首先还
是要做好自己。

磨合情况？
现场中英文、长沙话好是热闹

从昆明集训到土耳其拉练， 结束了
近两个月的冬训后，球队磨合得怎么样？
发布会一开始，斯坦科夫就滔滔不绝，一
个人讲了近5分钟，“对于我来说，默契主
要体现在了解球员心理上。 目前进行得
非常好，但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

发布会尾声， 长沙伢子杨柯用地道
的家乡话跟现场球迷拜年，“俱乐部给了
我家的感觉， 希望能帮助家乡球队改写
湖南足球的历史。 ”随后，幽默的斯坦科
夫和伊戈尔也秀起了中文：“没问题”、

“我很高兴”、“谢谢” ……赢得现场球迷
热情呼应，鼓掌叫好。

2015赛季中甲联赛10天后拉开战幕，湖南湘涛队4日在贺龙体育中心召
开新赛季新闻发布会———

要冲超，先超越自己
高拉特亚冠“戴帽”

恒大客场险胜
卫冕冠军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蔡矜
宜 胡泽汇） 在4日进行的亚冠小组赛
第二轮比赛中， 广州恒大客场3比2成
功复仇西悉尼流浪者，北京国安主场1
比0险胜水原三星， 中超两队均以2连
胜战绩暂列小组头名。

上赛季， 西悉尼队在八强战中以
客场进球多的优势淘汰了恒大队，并
最终夺冠。本场比赛，恒大队经过长达
107分钟的苦战，最终凭借巴西猛将高
拉特的帽子戏法如愿复仇西悉尼队。
比赛第68分钟， 恒大门将曾诚在出击
时与队友金英权相撞，导致头部受伤，
而同他相撞的金英权的伤势也不轻，
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7分钟。 再加上备
战时受伤的外援阿兰， 恒大此役付出
的代价不小。

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还有另外一
层意义———亚冠改制以来， 中超球队
在亚冠比赛（含资格赛）中的第100场
胜利。而恒大队参加亚冠的历史尚浅，
仅仅4个赛季，他们获胜的场次已经达
到21场，为中超球队之最。 同时，高拉
特在亚冠前两轮效率惊人， 他一人包
揽了恒大目前所有4粒进球。

2010赛季亚冠1/8淘汰赛中，国安
队客场0比2负于水原队，止步16强。本
场比赛，因大面积伤病侵袭，国安队的
取胜难度系数达到五颗星： 费祖拉乌
红牌停赛、河大成受伤、马季奇未进入
亚冠名单，队长徐云龙此战也是伤停，
门将位置上侯森有伤情无法上场，刚
刚康复的杨智临危受命火线复出。

双方上半场均无建树。第61分钟，
水原三星后卫梁相珉吃到第二张黄牌
被红牌罚下， 占据人数优势的国安队
迅速利用对方调整不到位打入全场唯
一进球———巴塔拉开出角球， 禁区中
央的德扬高高跃起头球破门。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经国务院同意， 近日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调整失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
的通知》，明确失业保险费率整体下调1个百分点。调整失业保
险费率，有利于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促进就业稳定。

通知提出，将失业保险费率暂由现行条例规定的3%降至
2%，单位和个人缴费的具体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确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单位和职工的费
率应当统一。

失业保险费率由3%降至2%
有利于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

学习周恩来优良作风
座谈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4日，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
研究室、全国党建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学习周恩来同志的优良
作风和优秀品德”座谈会在京举行。

与会者的发言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展现了周恩来的精神风
范和高贵品格，论述了学习周恩来优良作风和优秀品德的心得
体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守纪律、讲
规矩、不搞特殊化、做任何事情都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等优
良作风和优秀品德，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与会者表示，学习周恩来的精神风范，要学习他对党、对
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学习他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
己的优秀品德，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求真务实的作风和以
诚待人的品格。 纪念周恩来就要像他那样在党言党、 在党忧
党、在党为党、在党护党，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
同心同德、勇于担当、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努力把老一辈革命
家的美好理想变成现实，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据悉，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党建研究会等单位和
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代表和亲属代表40余人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