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钱也不能任性！

做广告将有“五禁区”

修订草案规定：不得利用十周岁
以下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这意
味着，时下火热的天天、cindy等小童
星们将不能再代言广告。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如果不出姓
名、不以自己的名义做广告宣传，属于
广告表演，不属于广告荐证；广告表演
者无须为角色行为负责，而广告荐证
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于童星们
有一定名气，他们为广告做宣传的行
为属于代言。

另外，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
的规律和特点，修订草案还对涉
及未成年人的广告活动作出相应
规范，如在针对未成年人的大众
传播媒介上不得发布药品、医疗
器械、网络游戏、酒类广告等；针
对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商品
或者服务的广告，不得含有劝诱
其要求家长购买广告商品或者服
务以及可能引发其模仿不安全行
为的内容等。 (据新华社电)

广告不是想做就能做，更
不是有钱就能随便做——

不得为药品推荐疗效、公
共场所不能做烟草广告、弹窗
网页广告须能一键关闭、10岁
以下孩子不能作广告代言人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广告法
修订草案二审稿，为做广告划
出五大“禁区”。

广告法修订草案规定：药品、
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医疗广告不得
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
证；不得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不
得利用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医
疗机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患者
或者其它广告代言人的名义或者形
象作推荐、证明。

“一吃就停”“腰不酸了腿不疼
了”“XX胶囊，降压降糖”“多年没孩

子，是 XX 药给我们送来了小天
使”……这些疗效诱人的广告，以后
将不能再出现。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安建说，医药、医疗等关系消费者
的生命健康和人身安全，且功效因人
而异，不但不得利用科研机构、专业
人士和患者进行推荐证明，也不得利
用其它任何广告代言人的名义和形
象作推荐证明。

修订草案规定：互联网信息服
务提供者利用互联网发布广告，不
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
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
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
关闭。

打开一个网页，经常跳出多个广
告窗口；有的像胶布一样粘在窗口关
不掉，有的明明有一个画叉的关闭标
志，可是一点击却打开了更多链接

……几乎每位网友都有过这样的无奈
和烦恼。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有专家认
为，网络逐渐成为广告发布的重要媒
介，实践中网络广告违法、影响用户使
用网络等问题较为突出。此次广告法
修订，不仅明确网络要遵守其他媒介
广告的一切“游戏规则”，同时还有条
额外要求：网页弹出广告、飘窗广告必
须能一键就关掉。

根据修订草案，禁止利用广播、电
视、报纸、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等大众
传播媒介和形式发布或者变相发布烟
草广告；禁止在公共场所、医院和学校的
建筑控制地带、公共交通工具设置烟草
广告；禁止设置户外烟草广告、橱窗烟草
广告。

经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发布的烟草广告中，不得出现吸烟形
象；不得诱导、怂恿吸烟；不得明示或
者暗示吸烟有利于人体健康、解除疲

劳、缓解精神紧张；不得使用低焦油含
量、低危害等用语。

安建表示，除了在烟草制品专
卖点的店堂室内可以采取张贴、陈
列等形式发布经国务院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批准的烟草广告，以及烟
草生产者向销售者内部发送的经
批准的广告外，其他任何形式的烟
草广告将均被禁止。哪怕是“鹤舞
白沙，我心飞翔”这类的不露痕迹的
烟草广告。

修订草案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
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
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关系消费者
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
发布者、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
连带责任。

公共场所广告禁“烟味儿”

医药医疗广告不能宣称“疗效” 弹窗网页广告须能“一键关闭”

10岁以下孩子不能作广告代言人

发布虚假广告
代言人将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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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记
者罗沙 陈菲）22日召开的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继续审议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这部关乎老百
姓“舌尖上的安全”的法律，在二审修
订时有哪些新变化？通过以下七个看
点，可窥一斑。

不得将食品与
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运输

二审稿增加规定，非食品生产经
营者从事食品贮存、运输和装卸的，贮
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
备应当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
品污染，并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
温度等特殊要求，不得将食品与有毒、
有害物品一同运输。

【一句话解读】食品网购日渐火
爆，对这些经手食品贮存运输的专业
仓储、物流企业，有必要纳入法律监管
范围。

食用农产品
市场流通入法

修订草案二审稿规定，有关食用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的制定、食用
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的公布和食用
农产品的市场流通，应当遵守本法的
规定。

【一句话解读】食用农产品市场流
通写入食品安全法，加强食品安全源
头管理。

未标识转基因
可吊销许可证

二审稿增加规定，生产经营转基
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标识。同时
规定，未按规定进行标识的，没收违法
所得和生产工具、设备等物品，最高可
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

许可证。
【一句话解读】我国《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已规定农业转基
因生物标识制度，消费者知情权必须
得到保障。

违法使用剧毒、高毒农药
或被拘留

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家鼓励使用
高效低毒农药，加快淘汰剧毒、高毒农
药。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应当依照食品
安全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农药、
肥料、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
投入品，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安
全间隔期或者休药期的规定。

违法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的，除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外，可
由公安机关给予拘留。

【一句话解读】剧毒、高毒农药尚
有市场，我国正按照“时机成熟一个，
禁用一个”的原则分期分批淘汰，这类

农药的使用将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严
格限定。

保健食品原料
将公布目录

二审稿规定，可用于保健食品生产
但不得用于其他食品生产的物质目录
以及用量，和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
功能的目录，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家
中医药管理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

首次进口的保健食品中属于补充
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的，应当在
上市销售时报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备案。其他保健食品应当在上
市销售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一句话解读】“极草”被曝“虫草
素含量为零”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法律
终于将有针对性条款，明确保健品原
料用量要求，这将有效防止无德厂商

“忽悠”消费者。

媒体造谣传谣
直接责任人将被处分

二审稿删去一审稿中有关发布食

品安全信息应当事先向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核实情况的规定，同时增加
规定媒体编造、散布虚假食品安全信
息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处分。

【一句话解读】法律允许媒体对食
品安全事件更快做出反应，但“纸馅包
子”这样的报道还是不出为妙。

加重处罚
违法添加药品等行为

二审稿规定，对明知从事违法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仍为其提供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将与食品生产
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加重对在食品中添加药品等违
法行为的处罚，对用非食品原料生产
食品等严重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增加
规定拘留的处罚。增加规定用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
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明确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违反法
律规定的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实施处罚。

【一句话解读】“舌尖上的安全”责
任重大，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

二审修订7大看点

转基因食品应有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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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开幕。会议继续审议航道法草案、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立法法修正
案草案、广告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家安全法草案、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
法草案、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等。关注立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维护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国家安全
立法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22日审
议了国家安全法草案。

根据草案，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
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其他重大利益相对
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
以及保障这种可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为突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国
家安全观念，草案在立法宗旨中强调

“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规定在国家安
全危机管控处置中，有多种措施可供选
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
公民、组织权益的措施”。

草案规定，国家建立健全与维护国
家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协调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不断提升维
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并对建立健全国家
安全的法律保障、财政保障、物资保障、
科技保障、专门人才保障、专门工作手
段保障和宣传教育保障等，进行了具体
的制度设计。

草案规定了公民和组织的四项权
利，即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受法律
保护的权利，补偿抚恤优先权，批评建
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公民权利和自由受
保护权。在赋予权利的同时，草案强化
了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强
调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993年2月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
一部主要规范反间谍工作的专门性法
律。今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反间谍法，
相应废止了原有的国家安全法。

我国拟制定
国家安全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大气
污染如何防、十面“霾”伏怎么破？22日
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的大气
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打出一记重拳。
草案取消了现行法律对造成大气污染
事故企业事业单位罚款“最高不超过50
万元”的封顶。此举将大大增加违法企
事业单位的违法成本。

草案第95条规定：造成大气污染事
故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企业
事业单位取得收入50％以下的罚款。
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大气污染事故的，

按照污染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1倍以上
3倍以下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
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造成直接损失的
3倍以上5倍以下计罚。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保护法专家王
灿发教授分析认为，按倍数计算罚款，
操作起来要复杂一些，污染事故损失评
估有一定难度。如若被罚款单位不服，
行政机关就会当被告，应加快环境损害
鉴定评估机构的建设。

此外，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环保法
“按日计罚”，草案明确规定了“按日计
罚”的几种情况：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

或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未依法取得排
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通过逃避
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建筑施
工或者贮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采取
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草案还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
放、超标排放、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
监督数据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
污染物的，被责令停止排污、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拒不执行的，依照环保法的
规定，由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予以拘留。

环保罚款50万元封顶拟取消

重典治霾按倍数计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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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记者徐庆松）国
家标准委22日发布消息称，今后拟取消“千足金”

“千足铂”“千足钯”“千足银”的纯度命名。
国标委近日修改了标准编号为 GB11887－

2012的《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国家
标准中对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和命名要求。该标准将
于23日起在国标委官方网站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拟于春节前正式批准发布。

据介绍，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新标准将取消“千
足金”“千足铂”“千足钯”“千足银”的纯度命名。以
后，市场上销售的贵金属首饰标签（证书）中的产品
名称只能包括纯度、材料、宝石名称和首饰品种4项
内容。贵金属含量大于990‰的首饰，必须被标注
为足金（铂、钯、银）。如金含量达到999.0‰的戒指，
应命名为“足金戒指”，而不能称为“足金999戒指”

“999足金戒指”或“足金戒指（Au999）”等，印记中
也应标注为“足金”。

根据生产、销售企业、检测机构等相关方面的意
见，该标准将设置15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符合
原标准相应条款或新标准要求的产品均允许销售。

国标委拟取消
“千足金”的纯度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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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22日电（于嘉 韩晶）
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22日透露，即日起，呼格
吉勒图家人正式委托2名律师商谈国家赔偿事宜，
并已将聘用协议送交至内蒙古高院进行备案。

对于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宣判后的国家赔偿事
宜，李三仁表示，正在与律师苗立和王振宇商谈，暂
未确定提交国家赔偿申请的具体日期。

呼格吉勒图家人
委托律师商谈国家赔偿

12月22日，身着唐代服饰的祭祀人员在进行
冬至祭天仪式表演。

当日是农历冬至，一场“冬至祭天大礼”在西安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含元殿遗址举行。身着唐代服
饰的祭祀人员面朝东南方向迎日祭祀，祈求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大明宫再现冬至祭天唐礼

12月22日，海关关员检查疑似“水客”携带的
大量硬盘和手机。

近日，深圳海关联合香港海关开展为期一个多
月代号为“SG1”的打击“水客”专项行动。该行动
范围包括福田、皇岗、罗湖和沙头角等各个陆路口
岸，行动重点是打击“水客”利用小件行李或藏匿方
式走私电子产品活动。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深港海关新年打击“水客”

新华社郑州12月22日专电（记者李丽静）12
月22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宣布，该省濮阳
市原公务员张卫东多次强奸、猥亵幼女，被判处死刑
并执行。

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冬至2012年，被告人张
卫东（男，汉族，1968年生）先后多次将邻居幼女张
某某（2004年12月出生）、朱某某（2005年2月出
生）、残疾幼女赵某某（2004年4月出生）骗至家中
进行猥亵，奸淫。其中猥亵幼女1人2次，强奸幼女
3人9次，1次因故未遂。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张卫东犯强奸
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认定其犯猥亵儿
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宣判后，被告人张卫东不服，提出上诉。
省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2014年初，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
其死刑。目前，张卫东已被执行死刑。

河南一公务员
性侵多名幼女被执行死刑

联防联控、源头治理、强调科技治霾……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拟
将近年来治理雾霾的经验法制化，亮点频现。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