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28日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从保障疫情防控、惩治高空抛物，
到打击药品“黑作坊”、严惩金融
犯罪， 草案针对人民群众普遍关
心的一系列新情况、 新问题作出
直接回应。

看点一
加强疫情防控刑事法律保障

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
和需要，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
修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进一步
明确新冠肺炎等依法确定的采取
甲类传染病管理措施的传染病，
属于本罪调整范围。

同时， 草案补充完善构成犯
罪的情形， 增加规定了拒绝执行
人民政府依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
施，非法出售、运输疫区被污染物
品等犯罪行为。

“将拒绝执行有关防控措施
等行为列入刑法， 是全面加强和
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
建设的重要体现。”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新
林表示， 这有利于补齐公共卫生
刑事法治保障的短板， 贯彻罪刑
法定原则，为有效惩治妨害疫情防控
的犯罪行为提供明确法律依据。

看点二
高空抛物、 抢夺公交车

方向盘或将入刑
高空抛物、 抢夺公交车方向

盘是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问题。 继民法典完善高空抛物坠
物治理规则， 并针对严重干扰运
输秩序和危害运输安全相关问题
作出规定后， 刑法也拟对此作出
修改。

刑法修正案 （十一） 草案规
定，从高空抛掷物品，危及公共安
全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致人伤亡
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同时构
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

草案同时规定， 对行驶中的
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
力或者抢夺驾驶操纵装置， 干扰
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 危及公
共安全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明确高空抛物、抢夺公交车
方向盘行为的刑事责任， 有利于
增强民众法治意识， 增强预防和
震慑效应， 减少和遏制此类悲剧
的发生。”彭新林说。

对于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
驾驶的犯罪，草案还规定，前款规
定的驾驶人员与他人互殴， 危及
公共安全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有前两款行为，致人伤亡或者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同时构成其
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

专家认为， 实践中出现过公
交车司机与乘客互殴引发事故的
情况。 草案对此进一步细化了各
方的责任， 有望更好维护公共交
通安全。

此外， 草案还提高了重大责
任事故类犯罪的刑罚， 进一步强
化对劳动者生命安全的保障，维
护生产安全。

看点三
加大力度打击药品“黑作坊”

“黑作坊”生产、销售药品危
害严重，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
对其规定与生产、 销售假药罪同
等处罚。 这也是在药品管理法对
假劣药的范围作出调整以后，对
涉药品犯罪惩治保持力度不减。

“药品‘黑作坊’，是严重危害
人民健康的毒瘤。 草案显著加大
了对‘黑作坊’的惩治力度，也将

药品领域治理的触角进一步向源
头和前端延伸。”彭新林说。

同时， 草案总结长春长生疫
苗事件等案件经验教训， 与修改
后的药品管理法进一步衔接，将
一些此前以假药论的情形以及违
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
等单独规定为一类犯罪。

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主任王
浩公认为，对于生产、销售假劣药
犯罪， 现行刑法在定罪量刑上还
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衡、 不适应
等问题。 草案的规定有助于建立
起对涉药品犯罪相对独立的刑法
判断标准，更好实现罪刑相适应，
让这类犯罪受到与其危害性更为
匹配、更加严厉的处罚。

看点四
严惩金融乱象

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以
“投资”之名行诈骗之实……非法
集资陷阱不仅扰乱经济金融秩
序，更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对此
作出回应， 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十年有期徒刑
提高到十五年， 调整集资诈骗罪
的刑罚结构， 加大对非法集资犯
罪的惩处力度。

彭新林认为， 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属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社
会危害性较大。 法定刑过轻会降
低震慑作用， 客观上导致一些犯
罪分子宁可服几年刑也不愿意主
动退赃。 因此有必要适当调整该
罪的法定刑， 切实解决量刑档次
过窄、杠杆作用不明显的问题。

对于社会公众深恶痛绝的非法
讨债问题，草案总结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实践经验， 将采取暴力、“软暴力”
等手段催收高利放贷产生的债务
以及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
并以此为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非法讨债可能引发故意伤
害、非法侵入住宅、非法拘禁等多
种犯罪行为， 往往还涉及共同犯
罪等问题， 给司法实务处理增加
了难度。”王浩公表示，在刑法上
对暴力、“软暴力” 非法讨债进行
准确定性，有利于严惩犯罪行为，
强化事前预防， 减少受害人可能
受到的侵害。

看点五
增加规定商业间谍犯罪
在加强企业产权刑法保护方

面，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修改
侵害商业秘密罪入罪门槛， 进一
步提高刑罚。

同时， 草案增加规定商业间
谍犯罪，规定“为境外的机构、组
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
供商业秘密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在激烈的竞争中，各类刺探
商业秘密的行为时有发生。”彭新
林表示， 各国普遍重视对商业秘
密的刑事立法保护， 而目前我国
刑法相关规定滞后于现实需要。
增加规定商业间谍犯罪， 有利于
更好保护企业产权， 维护国家经
济安全和经济秩序， 符合产权保
护刑事立法的国际趋势。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产权保护
和优化营商环境， 草案还加大惩
治民营企业内部发生的侵害民营
企业财产的犯罪， 进一步提高和
调整职务侵占罪、 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 挪用资金罪的刑罚配
置，落实产权平等保护精神。

看点六
明确“非法基因编辑”等犯罪

对于人体基因、 人体胚胎等
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 近期出

台的民法典明确了相应规则。为
维护国家安全和生物安全， 防范
生物威胁，刑法修正案（十一）草
案也对此作出规定。

与生物安全法衔接， 草案增
加规定了三类犯罪行为： 非法从
事人体基因编辑、 克隆胚胎的犯
罪； 严重危害国家人类遗传资源
安全的犯罪； 非法处置外来入侵
物种的犯罪等。

草案规定， 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将基因编辑的胚胎、克隆的胚
胎植入人类或者动物体内， 情节
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
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王浩公认为， 刑法对科研不
端行为作出回应是大势所趋，对
于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科研不
端行为进行“入罪”处理，对于遏
制相关犯罪行为， 维护国家科技
力量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意义。

看点七
将侮辱、 诽谤英烈行为

规定为犯罪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维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保护英雄
烈士名誉， 与英雄烈士保护法相
衔接，将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行
为明确规定为犯罪。

草案规定，侮辱、诽谤英雄烈
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这将进一步完善保护英雄
烈士的法律体系。” 彭新林表示，
草案适当扩大侮辱罪、 诽谤罪的
对象范围，将英雄烈士的名誉、人
格尊严纳入刑法保护，显著加强对英
雄烈士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有助
于更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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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看点解析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
部6月28日发布 《关于加强残疾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
工作的指导意见》， 要求各地健
全就近就便安置制度， 同等条件
下在招生片区内优先安排残疾儿
童少年入学。

《意见 》 规定 ， 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结合区域义务教育普通
学校分布和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
读需求情况 ， 统筹学校招生计
划， 确保随班就读学位， 同等条
件下在招生片区内就近就便优先
安排残疾儿童少年入学。 为更好
保障随班就读质量， 可以选择同
一学区内较优质、 条件更加完善的
普通学校作为定点学校， 相对集中
接收残疾儿童少年入学。 利用中小
学生学籍管理信息系统加强监
测， 切实保障具备学习能力的适
龄残疾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

各地要加快建设并实现省 、
市 、 县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全覆
盖， 更好为区域内承担随班就读
工作普通学校提供专业服务。 鼓
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探索
引入社工、 康复师等机制， 承担
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照护以及康复
训练、 辅助教学等工作。

根据教育部要求， 各地各校
要选派符合条件的优秀教师担任
随班就读教师， 并保持教师队伍
相对稳定。 承担残疾学生随班就
读任务的学校要建立健全随班就
读教师考核机制， 在教师资格定

期注册、 职称评审、 岗位聘用、
评优评先和绩效奖励等工作中，
对直接承担残疾学生教育教学工
作的教师给予适当倾斜。 依据国
家有关规定， 认真落实资源教师
特殊岗位补助津贴政策。

海淀区每年投入1.5亿元支持
特殊教育发展， 初步建成覆盖从
学前阶段至高中及以上阶段的融
合教育体系。 据海淀区教委主任
王方介绍， 海淀区将认真贯彻落
实 《意见》， 为随班就读学生幼
升小、 小升初开辟 “绿色通道”，
保障学生优先进入随班就读资源
校； 将学校随班就读工作开展情
况作为海淀区学校教育质量督导
体系重要指标， 并纳入校长职级
制考核， 持续加大对随班就读的
政策、 资金和项目倾斜。

据悉 ， 海淀区已建有1个区
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8个学区
资源中心 （覆盖率约为 50% ） 、
91个学校资源教室 （覆盖率约

73%）， 初步形成 “区特教中心-
学区资源中心-学校资源教室 ”
三级支持体系。 海淀区将进一步
健全三级支持体系， 实现学区资
源中心100%覆盖 、 学校资源教
室100%覆盖。

“十三五”期间，海淀区率先
在全国探索资源教师资格认证制
度，目前已有305名教师取得《海
淀区资源教师资格证》。 下一步，
海淀区将通过把特殊教育列为全
区教师继续教育必修课， 在教师
职称评定、学科带头人（骨干）评
选序列中单列特殊教育学科等举
措， 进一步强化随班就读师资队
伍建设， 提升全体教师特殊教育
专业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任洁

《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

同等条件下在招生片区内
优先安排残疾儿童少年入学

■马上就访

海淀将为随班就读学生升学开辟“绿色通道”

本报讯（记者 任洁）教育部6
月28日发布 《全国普通高校本科
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18年度）》，
提出高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资源得
到明显改善， 但学业挑战度总体
上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本次《报告》基于高等教育质
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和全国1000
余所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年度
报告研制而成。《报告》认为，高校
办学条件和教学资源得到明显改
善，高校生均教育经费（全日制学
生）达到3.27万元。教育部认定国
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291门，上
线慕课数量达到8100门。

2018年， 高校博士学位教师
占比38.21%， 较 2017年增长 1.5
个百分点 ； 行业背景教师占比

17.68%，较2017年增长5.8个百分
点。2016—2018年，学生对课程教
学和学习风气的满意度得分分别
为 64.48、 66.25、 67.62和 60.75、
61.64、63.83，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报告》同时指出部分高校本
科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包括制
度保障教学、 全员服务教学等落
实不到位， 高校教授为本科生授
课比例仅为77.11%。慕课、翻转课
堂等新型教学模式应用不足，高
校专业课小班化课堂 （30人及以
下）平均开设率仅为29.11%。课程
学习难度、挑战度不高，考核方式
单一，2016—2018年，高校学业挑
战度总体上仍处于中等偏下水
平。学术不端行为仍有发生，师德
考核在教师考核评价中被弱化。

教育部给本科教学打分：

高校学业挑战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新华社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28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
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28日5时33分 （北京时间28日17
时33分），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达10001527例， 累计死亡病例
为499024例。

数据显示， 美国是报告确诊
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累

计 确 诊 2510323例 ， 累 计 死 亡
125539例。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
万例的国家还有巴西、 俄罗斯、
印度、 英国、 秘鲁、 智利、 西班
牙、 意大利、 伊朗、 墨西哥和巴
基斯坦。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新冠病毒研究项目实时
汇总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数据。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1000万例

修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高空抛物入刑、严惩金融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