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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康菲中海油共赔付16 . 83亿
这是我国重大海洋环境事故索赔首个成功案例

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名额

分配方案公布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根据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
定》，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代表名额不超过3000人。具体
分配方案如下：

北京市42名，天津市33名，河
北省116名，山西省61名，内蒙古
自治区53名，辽宁省94名，吉林省
58名，黑龙江省 84名，上海市 50
名，江苏省138名，浙江省84名，安
徽省104名，福建省62名，江西省76
名，山东省162名，河南省159名，湖
北省108名，湖南省110名，广东省
151名，广西壮族自治区85名，海南
省21名，重庆市55名，四川省137名，
贵州省66名，云南省87名，西藏自治
区17名，陕西省65名，甘肃省49名，
青海省18名，宁夏回族自治区18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6名，香港特别
行政区36名，澳门特别行政区12名，
台湾省暂时选举13名，中国人民解
放军265名，其余255名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法律另
行分配。

《军人保险法》出台

伤亡保险所需资金

由国家承担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十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 27 日表决通过了军人保险
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56号
主席令予以公布。

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军人保险
制度。军人伤亡保险、退役养老保
险、退役医疗保险和随军未就业的
军人配偶保险的建立、缴费和转移
接续等适用本法。

法律规定，军人因战、因公死亡
的，按照认定的死亡性质和相应的
保险金标准，给付军人死亡保险金。
军人因战、因公、因病致残的，按照
评定的残疾等级和相应的保险金标
准，给付军人残疾保险金。已经评定
残疾等级的因战、因公致残的军人
退出现役参加工作后旧伤复发的，
依法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

法律明确，军人伤亡保险所需资
金由国家承担，个人不缴纳保险费。

法律规定，国家为随军未就业
的军人配偶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等。随军未就业的军人配偶参加
保险，应当缴纳养老保险费和医疗
保险费，国家给予相应的补助。

军人保险法共分9章51条，自
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记者
罗沙) 国家海洋局27日宣布，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
护法》规定，国家海洋局积极推进
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
态损害索赔工作，在有关部门密
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目前已取
得了重大进展。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和中
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计支付16 .83
亿元人民币，其中，康菲公司出资
10 .9亿元人民币，赔偿本次溢油事

故对海洋生态造成的损失；中国海
油和康菲公司分别出资4 .8亿元人
民币和1 .13亿元人民币，承担保护
渤海环境的社会责任。

国家海洋局表示，上述资金
将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用于渤
海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渤海入
海石油类污染物减排、受损海洋
生态环境修复、溢油对生态影响
监测和研究等。

国家海洋局说，2011年6月4
日和17日，位于渤海中部的蓬莱

19-3油田先后发生溢油事故，对
渤海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
染损害。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终于
取得成功，彰显了我国政府对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体
现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政
的决心与能力，提供了修复和改
善渤海受损生态环境的资金投
入，为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赔偿补
偿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

国家海洋局同时表示，此次
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是我

国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海洋环
境保护法及国家赋予的职责，代
表国家首次向造成海洋生态损害
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者提出赔
偿，这一成功实践，在海洋环境保
护事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开创了我国重大海洋环境事故生
态索赔的成功先例，为今后相关
部门开展类似工作提供了法律、
技术和实践上的经验和借鉴，必
将对我国生态赔偿制度的健全和
完善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此前表
示，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已不
能适应新形势，国务院已将修订完
善这部法律列入今年的工作计划。

刘赐贵说：“从陆源污染物排海
量的加大，到湿地、红树林等典型生
态系统的破坏，再到海上溢油等大
面积污染突损事件，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的新问题新状况层出不穷。”
刘赐贵举例说，现行法律法规

多以公民、企业或其他组织作为调
整对象，而规范和约束政府具体的
决策和管理行为的法律法规非常
有限；现行法律法规侧重于工业污
染防治，在河流入海污染防治、面源
污染、生活污染、养殖污染等多方面

规定较为薄弱；在海洋生态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规定也大多
不具可操作性，特别是海洋生态损
害和补偿立法还存在着空白；现行
法律法规目标定位较低，不能满足
如渤海这种封闭型海湾治理的特
殊需要，等等。

新华社记者 许雪毅 林晖

国家海洋局局长：

修法加强

海洋环保

本报泰安4月27日讯（记者
王鹏 李兆辉） 27日下午，泰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江西省政协原
副主席宋晨光受贿案作出一审判
决，认定宋晨光犯受贿罪，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
理查明：1998年至2010年，宋晨
光利用担任江西省建设厅副厅

长、厅长、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
府市长、中共宜春市委书记、江
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江西省委
统战部部长的职务便利，为江西
某投资有限公司、徐涛等18个单
位或个人在承揽工程、获取商品
销售代理权、提高房地产开发项
目容积率、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先后多次索取、收受有
关 人 员 款 物 共 计 折 合 人 民 币

1263万余元。案发后赃款、赃物
已全部追缴。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宋
晨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
他人贿赂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宋晨
光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且部分具有
索贿情节，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
法应予严惩。鉴于宋晨光在有关部
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组织不掌

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具有坦
白情节，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
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宋晨光辩护律师、山东泰山
蓝天律师事务所的郭桂林告诉
记者，宣判结束后，宋晨光口头
向法庭和律师表示对一审判决
不再上诉。

宋晨光受贿1263万一审判死缓
系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口头向法庭表示不再上诉

本报讯 27日，南方科技大
学校长朱清时表示，南科大将于近
期启动2012年招生工作，拟从全
国招录学生180人，高考成绩将以
40%比重计入总成绩。

朱清时透露，南科大今年继续
面向全国招生，并采取“以高考为
基础的自主招生”方案。今年拟招
录学生180人，分6个班级授课，每
班30人，拟设物理学、化学、生物
学等六个专业。部分目前已填报高
考志愿的省份，则不再纳入招生范
围。考核方式上，学生的高考成绩将
占总成绩的40%，平日成绩与南科大
的综合能力测评成绩则各占30%。

据了解，综合能力测评分为笔
试和面试两部分，学生的理解力、
想象力、记忆力、创造力与心理素
质都将被纳入考核范畴。

(宗禾)

南科大今年

拟招180名学生
高考占总成绩40%

据新华社青岛4月27日电
在圆满完成了为期6天的演习任
务后，参加“海上联合-2012”中俄
联合海上军演的俄方舰艇27日陆
续驶离青岛。

13时许，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解开
缆绳，在2艘拖船的牵引下，缓缓
驶离码头。这次军演中，俄方“瓦
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维诺格拉
多夫海军上将”号、“特里布茨海
军上将”号和“沙波什尼科夫元帅”

号大型反潜舰等多艘参演舰艇，在
青岛附近海域进行了包括锚地防
御，联合护航、防空、反潜、反劫持、
搜救、补给，对海、对潜、对空实际
使用武器为主要内容的实兵演练，
并联合举行了海上阅兵。

中俄联合海上军演结束

俄舰驶离青岛
格

相
关
链
接

据新华社西安4月27日电“要
对公车私用行为实行‘零容忍’，发
现一起处理一起，重拳出击、多措
并举，切实管住、管好公务用车，”
近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公共机构
节约能源资源工作会议上，国务院
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中央公务

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办公室主任尚晓汀作出上述
表示。

据介绍，2011年4月，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了开展全国党政机关
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重
要部署。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精

心组织、积极行动，专项治理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截至2012年3
月底，全国党政机关共清理出违规
公务用车19 . 96万辆，目前已纠正
处理4 . 6万辆。

尚晓汀表示，近年来，将公务用
车用于婚丧喜庆、探亲访友、度假休

闲、接送亲友等非公务活动的现象
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各级
专项治理工作机构要清醒地认识
到，解决好公车私用问题，仅靠事后
处理，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分是远
远不够的，要从思想上、制度上、监
督上，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1年来清理出19 . 96万辆违规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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