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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徐
硙）国务院法制办2日就国家民委、公安
部共同研究制定的《中国公民民族成份
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
求意见。意见稿规定，公民隐瞒真实情
况变更民族成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征求意见稿，公民隐瞒真实情
况，伪造、篡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
变更民族成份的，民族事务部门应当撤

销审批意见，公安部门应当撤销变更登
记，同时通报相关部门收回该公民依据
虚假民族成份享受的相关权益；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治安管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征求意见稿规定，公民的民
族成份，只能依据其父亲或者母亲的民
族成份确认、登记。本办法所称的父
母，包括亲生父母、养父母和继父
（母）。公民民族成份经确认登记后，一

般不得变更。
征求意见稿明确，公民未满十八周

岁，其法定监护人可以在出现两种情况下
申请变更其民族成份一次：一是公民未满
十八周岁，其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其民
族成份与有抚养权的一方不同的；二是公
民未满十八周岁，其民族成份与养父（母）
或继父（母）民族成份不同的。

根据征求意见稿，公民年满十八周
岁，其本人可以在年满十八周岁后的两年

内自愿选择其父或其母的民族成份一次。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中国公民同外

国人结婚生育或依法收养的子女，取得
中国国籍的，其民族成份应当依据中国
公民的民族成份确定。外国人加入中
国国籍的，其民族成份应当登记为“入
籍（原国籍名）”。

征求意见稿规定，各级民族事务部
门应建立民族成份变更定期备案制
度。市级人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每

半年将全市民族成份变更审核情况向
省级民族事务部门备案一次。省级人
民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应每一年将全省
民族成份变更统计数据向国务院民族
事务部门备案一次。

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登录中国
政府法制信息网（www.chinalaw.gov.
cn），或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
式对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意见征
求截止日期为2015年1月1日。

《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

隐瞒实情变更民族成份拟将追刑责

“中海环球”轮在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
头作业。

12月2日，当今世界最大、最先进的集装箱
船“中海环球”轮首航天津港。该轮可装载19100
个标准集装箱，隶属中国海运集团旗下的中海集
装箱股份有限公司。该轮是2013年中海集运与
韩国现代船厂订造的5艘19100TEU型集装箱
船舶中的首制船，全长400米，宽近60米，船体
大小超过4个标准足球场。 新华社发

世界最大最先进
集装箱船“中海环球”轮
首航天津港

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门10月10
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
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称：12月1
日前自首可减轻处罚。12月1日是自
首的最后时限，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

“猎狐行动”开展以来，抓获的在逃境外
经济犯罪人员至少达335人，其中自首
人员至少154人。

一周内新抓获41名
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

7 月 22 日，公安部启动“猎狐行
动”，此后不断发布阶段性“战报”。最
近一期“战报”是11月17日，通报称，
至17日，从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56
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
嫌疑人288名，其中抓获潜逃十年以上
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21名；从
日本、比利时等发达国家抓获84名，主
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26名。

据央视11月30日报道，其自公安
部获悉，截至11月24日，自57个国家
和地区抓获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
已达329人，其中149人主动向公安机
关投案自首。

上述两组数据表明，11月17日至
11月24日一周之间，就抓获了41名在
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

本次“猎狐行动”，各省公安机关
也在同时发布各省的“战报”。综合上
述数据，记者12月 1日再次统计，自
11月25日至12月1日，也就是投案自
首的截止时限，上海、浙江、河北、山

西、湖北数据均有“更新”。据不完全
统计，抓获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
数量至少已达335人，其中至少有154
名投案自首人员。

到底有多少名
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

我国到底有多少名在逃境外经济
犯罪人员？对此官方没有发布最新数
据。

据中纪委2010年发布的数据显
示，近 30 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
4000人，携走资金500多亿美元，人均
约1亿元。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
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

“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1.8万人
外逃，携带款项8000亿元。

基于上述贪官外逃形势，近年来，
纪检监察、检察、公安等机关均将追赃
追逃作为重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3年，公安部也曾推出境外缉
捕专项行动，共抓获 151 人。而自
2008年至本次“猎狐行动”启动之前，
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抓回经济犯罪
嫌疑人730余人。

数据表明，本次“猎狐行动”4个月
的战果，相当于去年的2倍多；占过去5
年的近一半。

外逃贪官投案自首“大限”过后，下
一步的国际反腐如何进行？据新京报
记者了解，中纪委等部门正筹备外逃人
员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将在中纪委官网

“公示”，接受来自全球的举报。

各省份的“战报”披露了追逃方式、
追逃成本等细节。湖北的“战报”称，

“由于海外追逃成本较高，按公安部要
求，针对每名海外逃犯要预备数十万元
工作经费。为了节省费用，办案单位往
往将劝返作为第一选择”。

“劝返”多通过潜逃人员的亲属发挥
作用。例如重庆公安机关发布的信息显
示，涉嫌诈骗的嫌疑人明某冒充其哥哥
身份潜逃出境。重庆警方从明某最信任
的哥哥入手，向其讲解国家政策，并通过
他向明某带话，明某最终回国自首。

也有人不接受劝返、拒不自首。对

于此类人员，各地警方多在当地执法机
构的协助下展开缉捕。

也有潜逃人员主动与国内沟通，表
示自首意愿。上述回国自首的山西嫌
疑人朱某，就是看到《关于敦促在逃境
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后，
主动给国内朋友打电话，然后跟公安机
关取得联系，提出要求，“如果自首，想
见见自己的家人”。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本次行动都是“一
案一策”，即针对每一名在逃人员制定个性
化追逃方案。浙江公安机关还实施了“一
案一奖”，专门拨出了200万元经费。

劝返成为“第一选择”

盘点

截至12月1日，25个省区市通报
了“猎狐行动”的阶段性成果。

“战报”显示，浙江抓获人员数量最
多，高达43人；其次是广东，42人。据
不完全统计，抓获人员中潜逃十年以上
的超过20人，其中潜逃时间最长的为
16年，如陕西警方抓获的骗贷500万元
的嫌疑人何某，潜逃时间就已达16年。

此前媒体曾曝光个别外逃贪官在

境外开跑车“逍遥”。但本次“猎狐行
动”抓获的多名人员表示，在境外的日
子很难过，甚至受到当地“黑社会”威
胁。自首的山西11亿特大金融诈骗案
嫌疑人朱某就表示，逃亡的前两年一直
居无定所，直到2006年在南非办了工
作居留，买了套高档住所，才暂时安顿
下来。但随即遭遇一起入室抢劫案，再
度居无定所。

浙江抓获43人居首

各省份的追逃路线表明，外逃贪
官的逃亡路线已经渗透到世界各
地。不仅包括美、加等外逃贪官的

“天堂”，还有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
家，更有安哥拉、埃及等非洲国家。
另外，墨西哥等南美洲国家、阿联酋
等阿拉伯国家、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均
有外逃贪官涉足。

有的外逃贪官还在多个国家辗

转。如上述回国自首的山西嫌疑人朱
某，逃亡十年，辗转了十几个国家，“刚
开始去了非洲一个岛国，待了几天后因
为觉得不安全，又选了个跟中国没有建
交的国家，叫斯威士兰。”朱某交代。

一些边境省份的部分贪官，外逃路
线则遵循“就近原则”。如黑龙江，抓获
的6人中，两人潜逃到俄罗斯；内蒙古
抓获了1人，其潜逃地点为蒙古。

路线渗透到世界各地

抓获人数

逃亡路线

追逃方式

追问

继四部门“海外追逃令”后，下一
步的跨国反腐将如何进行？北京师
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北
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
言等研究跨国反腐的受访专家认为，
目前“内打虎”、“外猎狐”的反腐总态
势已经形成，跨国追赃等此前困扰跨
国反腐的难题也已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和加拿大即将签署的‘分享和
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将带动跨国反
腐进入新阶段”。

“可以预期，下一步肯定会有新的
突破。”11月26日，在外交部举行的反
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中外媒体吹风会上，

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说。
中加即将正式签署的该协定主要包

括两方面内容：资产返还，比如被贪污、挪
用的国有资产，被挪用、诈骗的企业和个
人财产，如果能证明合法所有人，可被返
还；资产分享，如走私、贩毒获得的赃款，没
有或无法认定合法所有人，缔约一方可在
没收后，与另一缔约方按一定比例分享。

据了解，资产分享协定已被中央反
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
列为工作重点。下一步，该办公室将建
立与有关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
加快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资产
分享协定等的谈判、缔约、履约进程。

下一步跨国反腐将如何进行？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朱佳妮 王慧
慧）针对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调查团被禁入境香
港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表示，如果英方
某些人还想继续纠缠下去，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据报道，英国首相卡梅伦办公室发言人日前
称，中方拒绝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调查团入港是
错误和适得其反的，只会加深英方对香港局势的
关切。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主席奥塔韦称，英方
从未认为自己仍是殖民者，有权调查中国是否履
行承诺。

华春莹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在有关问题
上的原则立场，当前在香港发生的“占中”违法活
动的性质是清楚的，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
特区政府依法处置的态度是明确的，中方反对任
何外国政府、机构或者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
事务的立场是坚决的。

“如果英方的某些人还想继续纠缠下去，这不
仅是无理的，也是无用的，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
自己的脚。”她说。

有记者问，如果英方持续指责中国中央政府
和香港特区政府，是否会影响中英两国之间的关
系？英方本有意致力于修复因达赖访英造成损害
的中英关系，是否会因为当前的做法造成中英关
系再度紧张？

华春莹说，英方应该明白最起码的两个基本
事实。第一，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是中国
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坚
决反对任何外国政府、机构和个人以任何方式干
涉中国内政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第二，英国议
会下院外委会的个别议员去香港不是进行一般意
义上的友好访问，而是要到中国领土进行所谓的

“调查”。“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坚决反对，
绝不接受。”

在谈到英方错误言论对中英关系的影响时，
华春莹表示，中方立场非常明确。中方一贯愿意
同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但是国与国之间发展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

“希望英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继续推进中英
关系健康发展，这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她说。

外交部发言人
告诫英方个别人士
勿继续纠缠

我国“猎狐”自首大限日到期
至少154人投案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民政部网站2日发
布消息称，为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推进
社会服务业对外开放，商务部、民政部日前发布公
告，鼓励外国投资者在华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从
事养老服务。

公告指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华独立或与中
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合资、合作举办营利
性养老机构。外国投资者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
应向拟设立机构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指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商务主管部门）提交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申
请材料。

公告同时指出，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专门面
向社会提供经营性服务的公办养老机构的企业化
改制，改制过程中应妥善处理职工利益维护和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等问题。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
构可以从事与养老服务有关的境内投资，鼓励外
国投资者发展养老机构规模化、连锁化经营，开发
优质养老机构品牌。

根据公告，外商投资营利性养老机构与国内资
本投资举办的营利性养老机构享有同等的税收等
优惠政策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各地不得
批准通过改变养老设施建设用地用途、容积率等使
用条件设立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商投资营
利性养老机构不得经营住宅贴现养老等业务。

两部门发布公告

鼓励外国投资者
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
者余晓洁 刘陆）中国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副主任裴照宇2日表示，11月1
日，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
器（简称“小飞”）返回器安全准确着
陆，试验任务圆满成功。为最大限度
发挥服务舱的能力，对嫦娥五号任务
相关技术进行在轨试验验证，决定利
用服务舱进一步开展拓展试验。

据悉，服务器将利用双分辨率相
机对嫦娥五号采样区开展观测，尽可
能获取采样区动力下降航迹区的地形
地貌。还将开展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远
程引导试验，为降低嫦娥五号的着陆
风险和提高安全性提供支持。

“小飞”由返回器和服务舱组
成，10月24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返回器11月1日安全准
确着陆我国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着
陆区，随后送回北京。服务舱与返
回器分离后，独立飞行并开展拓展
试验。

再入返回试验任务飞控组副组长
谢剑锋介绍说，服务舱已飞抵地球和
月球的引力平衡点之一——地月系统
拉格朗日－2点（简称地月L2点）。
目前正在绕地月L2点飞行，开展轨道
设计、轨道控制策略以及测定轨支持
的飞行试验。

按照拓展试验计划时间表，2015
年1月上旬服务舱将离开地月L2点
飞向月球；中旬近月制动，形成环月轨
道；2月、3月各开展一次月球轨道交
会对接远程导引试验；4月对月成像，
拍摄预设采样着陆区形貌。

具体地，拓展试验主要包括地月
L2点轨道飞行试验；倾斜环月轨道近
月制动飞行验证；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远程导引飞行过程验证；环月圆轨道
演化特性和轨道环境探测；服务舱搭
载设备在轨试验。

要完成这么多任务，服务舱上有
哪些“秘密武器”？服务舱搭载有
GPS、GLONASS兼容导航接收机；双
分辨率相机；制导、导航与控制中心控
制单元；小型星敏感器；星敏防尘机构
和技术试验相机。

“通过服务舱拓展试验，有望获取
地月L2点转移轨道、使命轨道的轨道
特性与控制经验，为嫦娥五号的轨道
控制进行技术验证；验证月球轨道交
会对接方案中快速测定轨精度和远程
导引过程中多次机动飞行控制时序设
计的正确性。”裴照宇说。

中国探月工程分绕月、落月、无人
月球采样返回三步走，前两步已圆满
完成。嫦娥五号是探月三期月球探测
器，计划于2017年前后在海南文昌航
天发射基地发射，实施无人采样返回
任务。需要突破月面采样、月面上升、
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和以接近第二宇宙
速度（11.2公里／秒）再入返回四项核
心关键技术。

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
验是嫦娥五号发射前唯一一次大型
试验，先行突破再入返回技术。简
单说，“小飞”的使命就是给嫦娥五
号探路。

“小飞”服务舱
将拍摄嫦娥五号
月球采样区

今日视点

浙江 43人
广东 42人
江苏 28人
福建 28人
上海 22人
湖北 18人
安徽 12人
江西 10人
山东 烟台1人，青岛9人
云南 8人
河南 8人
湖南 6人
辽宁 6人
黑龙江 6人
山西 5人
重庆 5人
新疆 乌鲁木齐3人
海南 海口2人
四川 2人
天津 2人
北京 1人
河北 1人
陕西 1人
宁夏 1人
内蒙古 1人

数说“猎狐行动”

部分省份“猎狐”人数

(本栏稿件来源：新京报)

这是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
器飞行过程示意图（国防科工局供
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