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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2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
幕。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减少死刑罪名、加大反腐惩
处力度、维护信息网络安全、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加大对暴力恐怖犯罪惩治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
要修改。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作的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宝树作的关于反间谍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报
告认为，草案经过审议修改，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适应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需要，拟订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进一步减少适
用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等9项死刑罪名。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作了关于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的说明。

四中全会后首次修改刑法关注“生杀予夺”

9项死刑罪名拟取消

看点1
集资诈骗等

9项罪名可免死

修正案草案取消了9个死刑罪
名：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
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
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
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

专家称，“生杀予夺”需要慎之又
慎。逐步减少死刑并控制死刑的适
用，是符合国际趋势的做法，体现了
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

看点2
增加“财产刑”

让行贿人“吐出”不当获利

现行的刑法对行贿人处罚条款
中，没有涉及罚金的规定。此次修正
案草案中涉及对行贿犯罪的处罚条
款中，多处增加了处以罚金的内容。

“通过完善对腐败犯罪财产刑的
规定，使犯罪分子在受到人身处罚的
同时，在经济上也得不到好处。”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说。

看点3
将腐败的刚性数额标准
改为“数额＋情节”

修正案草案将现行刑法对贪污
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具体数额
的规定改为视情况而定。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认
为，现行刑法是按照贪污受贿的数
额来定罪，分为四个档次进行判
罚。但这毕竟是十多年前制定的，

数额规定过死，有时难以根据案件
的不同情况做到罪刑相适应。

看点4
强制猥亵男性也将入刑

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
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草案将这条中的

“妇女”改为“他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指

出，刑法规定猥亵对象限于妇女，现
代社会男人的性自由也需要受到保
护，修改是针对强制猥亵对象扩大
的情况作出的。

看点5
保姆虐待老人、孩子

也将入刑

修正案草案规定，对未成年人、
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
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
的人，情节恶劣的，追究刑事责任。

阮齐林认为，现行刑法的规定范
围太窄。中国已进入老龄化，老人对
非亲属关系的照料需求越来越大，比如
雇佣保姆，或进养老院等。这些人对老
人没有抚养义务，但有照顾义务。他们
如果实施虐待的话就没有刑法约束，此
次修改从法律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看点6
对收买被拐卖

妇女儿童者加重处罚

修正案草案将现行刑法中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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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不追究
刑事责任”的规定，修改为“可以从
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阮齐林说，拐卖妇女儿童在我
国屡禁不止，主要是有收买市场。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没有买卖就
没有拐卖。”此次对除罪条款的修
改，是很有必要的。

看点7
代考属犯罪行为

修正案草案增加了组织考试作
弊等犯罪，把在国家规定的考试中，
组织考生作弊的，为他人提供作弊
器材的，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
试题、答案的，以及代替他人或者让
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等破坏考试
秩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
适时介绍，针对当前社会诚信缺失、
欺诈等背信行为，为发挥刑法对公
民行为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增加
这样的规定。

看点8
使用假身份证属犯罪

修正案草案修改了现行刑法中
对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犯罪规
定，将证件的范围扩大到护照、社会
保障卡、驾驶证等证件；同时将买卖
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行为以
及使用、变造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等
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阮齐林指出，以前身份证件的
伪造主要是指商业性伪造，这种行
为当然要打击。但真正起破坏作用

的是使用行为。我们目前的很多诈
骗是欺骗得逞，因此这样的修改非
常重要、必要。

看点9
编造虚假险情、疫情等

在网上传播入刑

修正案草案规定，变造虚假的险
情、疫情、警情、灾情，在信息网络或
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
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
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
序的，将处以刑责。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副庭长李睿懿认为，在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的基础上，对于一些社会危害
性很大、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制造网
络谣言行为，有必要纳入刑事法律调
整的范围，有利于对构成犯罪的网络
谣言严格、依法、准确地予以惩治。

看点10
公路客运严重超载、超速

列入危险驾驶罪

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危险驾驶应
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在公路上
从事客运业务，严重超过额定乘员
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
的；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
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专家指出，刑法修正案（八）增
设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机动
车行为规定为犯罪，为依法打击酒
后驾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这
次刑法修改对造成重特大交通事故
的客运超载、超速等行为作出规范，
将有效减少这类事故的发生。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看点
帮你读懂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审议了刑法
修正案（九）草案，拟进一步减少适用集
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等9
项死刑罪名，草案如通过，我国的死刑
罪名将由现在的55项减至46项。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是十八届四
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
部署后，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
的首批重要法律之一。

专家称，“生杀予夺”需慎之又慎。
逐步减少死刑并控制死刑的适用，是符
合国际趋势的做法，体现了对人的生命
权的尊重。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对刑法
作出这样的修改，意义更加十分重大。

有望3年减少
21项死刑罪名

提请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取消了9个死刑
罪名：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
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
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

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任李适时介绍说，实践表明，2011年
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
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没有对社会治安
形势形成负面影响，社会各方面对减少
死刑罪名反应正面。

我国一贯坚持既保留死刑，又严格
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做法——

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修改刑法，
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
院统一行使；

2011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取
消了13个死刑罪名：走私文物罪，走私
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
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
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
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
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
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据专家和法官介绍，近年来，我国
执行死刑的人数总体越来越少。现有
55个可判死刑的罪名中，真正适用较多
的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
奸罪等少数罪名上。此次拟削减的9
项死刑罪名，近年来在司法审判中已经
很少用到。

集资诈骗罪和组织卖淫罪
取消死刑原因

为何削减这9个死刑罪名？减少
这些死刑后，如何确保对这类犯罪行为

的惩处，确保社会稳定？
“这次取消的9个死刑罪名属于经

济性非暴力犯罪，对于这类犯罪少用、
慎用死刑是大势所趋。”黄京平说。

近年来，一些地区的非法集资案
件集中爆发，其中，浙江吴英集资诈骗
案最为典型。浙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集资诈骗罪判被告人吴英死刑，
此后到2012年5月，在对吴英案的二
审中将判决改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14年 7月，浙江省高院当庭对吴英
作出减刑裁定，决定将对吴英的死缓
减为无期徒刑。案件一度引发舆论广
泛关注。

经济类犯罪不能与暴力犯罪相提
并论。“惩罚和恶性应该成正比，恶性越
高惩罚越重，这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进
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说：“并
非罪行设置得越重，就越能有效地预防
犯罪，而是应做到罪刑相当。”

针对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死刑
罪名的取消，在阮齐林看来，此次刑法
修改取消的几个死刑罪名主要是因其
属于非暴力性经济犯罪，而组织卖淫
罪、强迫卖淫罪则属特殊情况。一般情
况下，这两类犯罪是非暴力性犯罪，但
如果强迫卖淫过程中有暴力致被害人
死伤的，可以采取法律适用上的应变，
以强奸罪论处。

目前世界上完全废除死刑的国家
有90多个。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外废
除死刑的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导致犯罪
率上升。

李适时介绍，这次虽然取消了9个
罪名，但这些犯罪最高还可以判处无期
徒刑。“对相关犯罪在取消死刑后通过

加强执法，该严厉惩处的依法严厉惩
处，可以做到整体惩处力度不减，以确
保社会治安整体形势稳定。”

减少死刑，并不意味着对犯罪的纵
容。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判处死刑缓期
执行的，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没有故意
犯罪，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
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
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

抬高对死缓罪犯
执行死刑的门槛

我 国 刑
法规定，被判
处死刑缓期
执行的，在死
刑缓期执行
期间，如故意
犯罪，查证属实
的，有最高人民
法院核准，执行死
刑。此款规定被认为存在惩罚过
重的问题。

阮齐林认为，原来的罪已被
判死缓，如果执行期间又犯了很
轻的罪，比如脱逃罪、盗窃罪、侮
辱罪、诽谤罪等，就对罪犯执行死
刑，实际上是降低了死刑执行的
门槛。“是两项都不该死的罪却被
执行死刑。”

对此，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将相关
条款修改为：对于死缓期间故意犯罪，
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
执行死刑。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罗沙）27日召
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将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草案规定
建立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
运行机制。

据了解，当前我国反恐怖主义斗争形势严峻复
杂，暴力恐怖活动呈现出国际因素影响加大、案件多
发频发、网上网下互动等新趋势。反恐怖主义工作适
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向实战化转型，在反恐怖主
义情报、侦查、防范、应急等各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反恐怖主义斗争形势，需
要制订一部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完善我国反恐怖
主义法律体系。同时，随着我国反恐怖主义国际合
作对象和范围不断拓展，进一步完善反恐怖主义法
律制度，有利于在国际反恐怖主义合作中把握主动。

据介绍，反恐怖主义法草案对有关工作体制机
制责任和安全防范、情报信息、应对处置等手段措
施做了规定，是一部包括权力与责任、实体与程序
的专门性法律。

在工作体制机制责任方面，草案对反恐怖主义
工作领导机构及其办公室以及军队、武警、民兵和
相关部门的职责任务做了规定，并规定了相应的保
障、监督和法律责任。

在安全防范措施方面，草案规定了宣传教育、网
络安全管理、运输寄递货物信息查验、危险物品管
理、防范恐怖主义融资、城乡规划和技防物防、重点
目标保护、国（边）境管控与防范境外风险等措施。

在情报信息方面，草案规定建立国家反恐怖主
义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统筹有关
情报信息工作。

在应对处置方面，草案规定了建立健全恐怖事
件应对处置预案体系，明确了指挥长负责制和先期
指挥权，详细规定了可以采取的各种应对处置措施。

在国际合作方面，草案规定了反恐怖主义国际
情报信息交流、执法合作、国际资金监管合作、刑事
司法协助等内容。

为何削减9个死刑罪名？
近年来在司法审判中已经很少用到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杨维
汉、徐硙）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7日首次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对涉及
贪污贿赂犯罪的法条修改引人瞩目。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根据各方意
见，拟删去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五千、
五万、十万等具体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原
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
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
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
罚，并保留适用死刑。

此外，草案从三方面加大了对行贿
犯罪的处罚力度，一是对多类行贿犯罪
增设了罚金刑；二是严格了对行贿罪从
宽处罚的条件；三是增加了向国家工作
人员近亲属等关系密切人员行贿的犯罪
处罚规定，在打击行贿的同时，约束领导
干部身边人。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反腐刑罚条款
首次大修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政府甲和
百姓乙签了一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百姓
乙觉得政府甲没按约定履行。根据行政
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民告官”范围
拟进一步扩大，这样的行政合同纠纷今后
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该受理。

根据各方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会经研究，建议在受案范围中增加一项
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
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
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
协议的”。同时，增加了相应的判决形
式，规定法院可判决被告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

草案在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
诉讼主体范围基础上，也作了适当扩大，
将“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授权作出行政
行为的组织”纳入行政诉讼主体。

除了可诉范围的扩大，草案三审稿
对行政机关应诉过程中违法行为的法律
责任和惩处予以了强化。

针对行政机关不到庭应诉，或者中途
随意退庭的情形，规定法院“可以向上一级
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
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
议。”此外，草案三审稿还对行政诉讼中调
解应遵循的原则、共同被告案件中对行政
复议决定如何裁判等问题做出了规定。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黄小希）27日
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对
间谍行为作出了明确定义，以便对法律准确理解和
执行。

草案二次审议稿指出，本法所称间谍行为，是
指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
施的，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
个人相勾结实施的下列行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
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参加
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为间谍组织招募人员的；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
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
的；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

在明确间谍行为定义的同时，草案二次审议稿
充实了规范权力行使和保障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
规定。例如，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
反间谍工作职责获取的组织和个人的信息、材料，
只能用于反间谍工作。对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和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

此外，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
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间谍活动特殊需要的专用间
谍器材。专用间谍器材由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
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

草案
如通过，
我国的死
刑罪名将由名将由
现在的现在的5555项项
减至减至4646项项。。

十大

权
威
解
读

反间谍法（草案）

明确界定间谍行为

“民告官”范围
拟进一步扩大

反恐演习

我国拟建立国家
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

孩子得跟
他爸爸姓！

孩子得
跟我姓！

反恐怖主义法（草案）

行政诉讼法修改三审

27日，关于“姓名权”的立法解释草案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根据这一草案，子女
可以有条件地选取父姓和母姓之外的姓氏。

草案规定，考虑到社会实际情况，公民
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选取其他姓氏。包括
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因由法定
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有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可以根据
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选取姓氏。

（据新华社）

“姓名权”立法解释草案

孩子可不随父母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