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 黄娟
主编： 史自勋 美编： 石梁均

252014年 4月 日

星期五 中国新闻
HAI�NAN�RI�BAO�·ZHONGGUOXINWEN

B01

■■■■■ ■■■■■ ■■■■■

习近平在同丹麦女王会谈时指出

中丹务实合作富有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

刘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24 日在人民大
会堂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举行会
谈。 两国元首愉快地回顾了中丹友好交
往，决定加强合作，共同开辟两国关系新
前景。

习近平表示，女王陛下曾于 1979
年访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位访华

的西方国家元首。 时隔 35 年，你再次
来访，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 你的两
次访问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从起步
走向全面深化的历史进程，也有力推
动了中丹关系发展。 你是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我们对你及丹麦王室为增进
中丹友谊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高度
赞赏。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丹关系处在
历史最好时期，务实合作富有成果，中
国已经成为丹麦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
伴和海外第二大投资目的地国。 不久
前， 中丹共同参与了销毁叙利亚化学
武器的运输和护航， 这是两国在国际
事务中合作的成功范例。当前，中国正
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 投资
和消费需求增长潜力巨大。 丹麦在上
述领域具备丰富经验和技术优势。 双
方要积极拓展贸易、投资、农业、医疗
卫生、 食品安全、 节能环保等领域合
作， 扩大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年学生交
往，共同推动中欧关系发展。中方愿同
丹方共同努力， 推动中丹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玛格丽特二世表示，我这次访华亲

眼目睹了中国巨大发展变化， 留下深刻
美好的印象。 随我访问的有多名丹麦政
府内阁大臣。我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进一
步深化两国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 增进
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推动互利合
作取得更多成果。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钓鱼岛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记者崔

文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 24日在
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就第 14 届西太平
洋海军论坛年会等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中国军队坚持 “人不
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杨宇军介绍， 日前举行的第 14 届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通过了修订的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这项规则对于
海军舰机海上意外相遇时的海上安全程
序、通信程序、信号简语、基本机动指南，
以及规则本身的法律地位、 适用范围等
都作出了规范。 该规则对于减少和平时

期各国海空军事行动的误解误判， 避免
海空意外事故，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具有
积极意义。

杨宇军表示， 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这一多边框架下
的技术性规范，有关方面不应该进行故
意的曲解或者选择性的解读。

杨宇军说，中国军队坚持“人不犯
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
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日本有些人士喜欢
炒作钓鱼岛问题，其实就是
拿着鸡毛当令箭

有记者问， 日本防卫省本月 19 日

在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举行了监视部
队设施建设的动工仪式， 将在当地修建
雷达，有媒体称此举是针对中国的海洋
活动，也是强化日本对钓鱼岛的防卫，请
问对此有何评价？

杨宇军说， 我们密切关注日方有
关军事动向。 中国军队将继续在有关
区域开展战备巡逻和军事演训等活
动。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钓鱼岛的
问题时，杨宇军强调，第一，钓鱼岛是
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
不需要其他国家费心提供所谓的安全
保障；第二，日本有些人士喜欢炒作这
件事，其实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如此
而已。

中方敦促菲方停止
一切挑衅行为

杨宇军说，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
的一部分， 中方决不会接受菲方以任何
形式非法侵占仁爱礁。 我们敦促菲方停
止一切挑衅行为， 为维护南海地区的和
平稳定作出努力。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
国家向台湾售武

在回答美对台售武问题时， 杨宇军
说，我们已经多次重申了中方立场，那就是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

最高法等五部门联合出台意见

6类“医闹”将被严惩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

者王思北 陈菲）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
获悉，24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
生委联合公布了《关于依法惩处涉医
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
见》， 将对医院内 6 类涉医违法犯罪
行为进行严惩。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
表示，意见的出台旨在遏制、预防此类
犯罪的发生，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患
双方的合法权益。

意见明确了严格依法惩处的 6
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 包括在医疗
机构内殴打或故意杀害、 伤害医务
人员，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在医疗机
构私设灵堂、摆放花圈、悬挂横幅及
在医疗机构公共开放区域违规停放
尸体等扰乱医疗秩序； 以不准离开
工作场所等方式非法限制医务人员
人身自由； 采取暴力或其他方法公
然侮辱、恐吓医务人员；非法携带枪
支、弹药、管制器具或爆炸性、放射
性、毒害性、腐蚀性等物品进入医疗
机构；以及故意扩大事态，教唆他人
实施针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违
法犯罪行为。

其中， 对于在医疗机构私设灵
堂、 摆放花圈等扰乱医疗秩序的行
为，意见规定，经劝说、警告无效的，
要依法驱散， 对拒不服从的人员要

依法带离现场， 并依照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相应规定处罚； 造成严重损
失或者扰乱其他公共秩序情节严
重，构成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
秩序罪等罪名的， 依照刑法的有关

规定定罪处罚。
意见要求， 处置有关暴力杀医、

伤医、扰乱医疗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
时， 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应及时出
警、快速处置；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及时立案侦查，并确保侦查质量。 检
察院应及时依法批捕、起诉。 法院应
加快审理进度， 对于犯罪手段残忍、
社会影响恶劣的涉医犯罪行为，要依
法从严惩处。

《意见》三大解读
《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

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 的出台，将
成为遏制、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保障
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

杀医伤医从严惩处

在处置涉医违法犯罪案件时，意
见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应及时
出警、快速处置，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的，及时立案侦查，确保侦查质量。 人
民检察院应当及时依法批捕、起诉，对
于重大涉医犯罪案件要加强法律监
督，必要时可以对收集证据、适用法律
提出意见。 人民法院应当加快审理进
度， 在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
法准确定罪量刑，对于犯罪手段残忍、
主观恶性深、 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
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涉医犯罪行为，
要依法从严惩处。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第
五庭副庭长马岩表示， 经过调查研究，
近年来，暴力杀医、伤医，侮辱恐吓医生
等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尤
为突出。“意见规定了故意杀害、伤害医

务人员，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侮辱恐吓
医务人员及扰乱医疗秩序等六类典型
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将受严惩。 这样，司
法机关在处罚打击相应的违法犯罪行
为时，法律依据将更明确，‘快侦、快诉、
快审’也将更具操作性。 ”

教唆他人敲诈勒索从严惩处

专家指出，意见的一大亮点，是提
出要对故意扩大事态、 教唆他人实施
涉医违法犯罪行为或借医疗纠纷实施
敲诈勒索的“医闹”行为，依照治安管
理处罚法和刑法有关规定从严惩处。

“小闹给小钱，大闹给大钱，不闹
不给钱。 ”北京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万欣认为，近年来全
国涉及医闹的医疗纠纷案件呈现出爆
发式增长态势，主要原因在于医患之间
的沟通机制不顺畅，患者通过正常渠道
解决医疗纠纷的难度较大。

万欣指出，我国目前的法律中还没
有针对“医闹”的相关条款，因此，“医
闹”频频利用法律漏洞打“擦边球”，司
法机关在处置时存在顾虑。“去年北京
发生过一起案例，患者本人不接受治疗
最后死亡，但患者家属拒绝了医院的调
解提议，提出 200万元赔偿，并在医院
门诊大厅聚集了一个多月。尽管医院多
次报警，但由于在医院静坐是否属于寻
衅滋事等问题难以界定，最终，医院只
得妥协。”他表示，本次意见明确提出对
职业“医闹”要严惩不贷，这一执法困
境将有望得到解决。

三道程序处理医疗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
指出， 意见为处理医疗纠纷规定了三
道程序： 医疗机构应设立专门的投诉
管理部门，畅通投诉渠道，做到投诉必
管、投诉必复。对于医患双方自行协商

解决不成的医疗纠纷， 引入第三方调
解机制。 在第三方调解无效等情况下
起诉至法院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法
院应及时立案受理、依法判决，切实维
护医患双方的合法利益。

对此，意见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人员要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
范，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改善服务态
度， 注重人文关怀， 尊重患者的隐私
权、知情权、选择权等权利，根据患者
病情及实际需求， 采取适当方式进行
沟通，做好解释说理工作。

孙军工坦言，刑法只是调整社会关
系、处理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 从
源头上有效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特别
是在发生医疗纠纷后加以妥善处理，避
免矛盾激化、 升级引发违法犯罪行为，
才是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构建和谐医患
关系的治本之策。 记者 王思北 白阳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涉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新浪网被停止从事
互联网出版等业务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全
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根据群众大
量举报， 查处了新浪网传播淫秽色
情信息一案， 并于 24 日向社会通
报相关情况， 决定依法停止其从事
互联网出版和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
业务。

经核实， 新浪公司在其开办的
新浪网读书频道中，登载了《全村女
人的梦中情人：极品小村医》《霸占
全村美妇： 山村美娇娘》《恶魔囚
爱：佞少军官在身边》《美少妇的不
伦之恋：小镇情人》《草根官路青云
史：谋权》等 20 部淫秽色情互联网
作品；在新浪网视频节目中，登载了
《女子交响乐团》《比基尼美女表
演》等 4 部色情互联网视听节目。这
些作品，有的长达 500 多章，有的点
击数量达数百万次，宣扬淫秽色情，
危害社会公德，影响范围极广，严重
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中国首列市域快轨车辆
在长春下线试乘

4月 24日，中国首列市域快轨车辆在长春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试运行。

当日， 中国首列市域快轨车辆在中国北车长客
股份公司的试乘线路上运行， 该款列车采用双供电
制式的受电弓，并可自动切换。这是中国首次成功研
发出此项技术， 列车应用该技术可在高速动车组和
地铁列车接触网中自由切换，使其成为“全能型”轨
道车辆。 新华社记者 林宏 摄

环保法重大修改

污染罚款
将上不封顶

据央视新闻联播消息 《环境保
护法》修订草案 24 日表决通过，这是
自 1989 年该法颁布实施以来， 首次
进行的重大修订。

这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环
境保护法》 自 2012 年提交全国人大
常委会初次审议至今， 历时一年零八
个月，搜集了上万条的意见和建议，历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 最终审
议通过。

新《环境保护法》，首次将生态
保护红线写入法律。 在解决环境违
法成本低的问题上， 着手从加大惩
罚力度的角度出发， 多处条款中都
有所体现，例如，对污染企业实施诚
信档案和按日连续计罚制度， 罚款
将上不封顶。

新环保法作为基础性法律， 还新
增加了规划环评和跨区域环境污染联
防联控机制、排污许可等规定，更为明
确地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责任。

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公益诉讼又
做了进一步完善。 新环保法更加强调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公民采取低碳
节俭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细节也首次写
到法律中。

最高法启动中澳莆田
反家暴联动机制试点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陈菲）记者
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中澳莆田市反家暴联动机制
试点 24日正式启动。

最高法院数据显示， 中国约有二到三成的家庭
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妇女、儿童和老人是主要
的受害者；有近 10％的青少年罪犯从小生活在家庭
暴力之中，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故意杀人案件中，有
近 10％的案件起因涉及家庭暴力。

去年 6月， 最高法院与澳大利亚相关机构在莆
田市举办“中澳涉家庭暴力刑事司法改革研讨会”。
会后最高法院与澳大利亚相关机构达成新的合作意
向，商定在莆田市开展“中澳反家暴联动机制试点”
工作。

随后，莆田市委市政府迅速建立了反家暴联
动机制，明确了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工作
职责，制订了规范。 根据莆田市反家暴联动机制
的规范要求，公安机关在基层派出所和社区警务
室设立家庭暴力案件报警点，将家庭暴力报警纳
入“110”出警范围；全市法院设立反家庭暴力
合议庭，统一审理涉家庭暴力民事、刑事案件；市
民政局在社会救助管理站设立 “家庭暴力庇护
所”等。

检察机关将加大
惩治行贿犯罪力度
重点查办行贿次数多、行贿人数多等案件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陈菲）记者
从全国检察机关反贪部门重点查办行贿犯罪电视电
话会议上获悉， 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大惩治行贿犯
罪力度，保持惩治行贿受贿犯罪高压态势，坚决遏制
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

据悉，全国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将严肃查办行贿
次数多、行贿人数多的案件，行贿数额大、获取巨
额不正当利益，行贿手段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案
件，进一步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提高行贿犯罪
的成本和风险，确保重点查办行贿犯罪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这位负责人要求，要突出办案重点，进一步拓
展行贿线索渠道，善于运用“系统办案”的方法，
开展集约办案、规模办案，加大办案力度；要充分
发挥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功能， 增强排除干扰阻力
等整体办案能力；要讲究办案策略和方法，做到统
筹查办行贿与受贿犯罪，既要防止只查受贿、不查
行贿， 也要防止查了行贿、 查不实受贿等问题发
生；要加强对案件处理的监督，防止和杜绝轻纵行
贿犯罪现象。

今日关注·严惩涉医犯罪

王春成、金道铭、
丁雪峰、梁耀辉
被终止全国人大
代表资格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24
日表决通过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终止王春成、金道铭、丁雪峰和梁
耀辉 4 人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资
格。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青海省委常委、
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
正接受组织调查

青海省委常委、 西宁市委书记毛
小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
组织调查。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上海最大综合购物中心

“世博源”整体开业

4月 23日，市民在“世博源”购物中心购物。
当日，由上海 2010年世博会永久性建筑“世博

轴”改建而成的超广域型综合购物中心“世博源”
正式整体开业。该购物中心主体建筑南北绵延 1100
米，总建筑面积达 33 万平方米，其中商业经营面积
超过 10万平方米。 新华社发（赖鑫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