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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贿贿量量刑刑不不只只看看钱钱数数，，还还得得看看情情节节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同时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

反恐法年内

适时提交审议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９日电 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
主任王爱立９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表示，对于反恐法草案，将根据全国
人大常委会今年的立法计划，适时
提交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９
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王爱立
说，反恐法根据中国反恐斗争的需要，
根据国际反恐形势出现的新问题，结
合中国反恐工作的实际制定。

关于反恐法审议进程，他说，反恐
法草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进行了第一次审
议，在今年２月份进行了第二次审议。
根据立法法规定，中国的法律原则上
要通过三审，才能正式颁布实行。

地方立法权缘何扩容

没有立法权
改革难推进

地方立法权成倍“扩容”用意何
在，此举将对地方的改革发展带来
几多利好，各地能否顺利承接立法
的大幅赋权，放权、扩权，同时如何
防止地方“滥权”，这些都是各方高
度关注、期望求解的重要问题。

现行立法法规定，享有立法权
的“较大的市”包括三类：“省、自治
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
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
的市”，总共４９个。此次修正案草案
新增加一类：２３５个“其他设区的
市”。新旧相加，全国２８４个设区市将
全部享有地方立法权。

温州全国人大代表郑雪君当选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至今，每年
两会她都建议将温州批准为“较大
的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她说，温州
一直以来都是改革先行区，素有敢
闯敢拼、勇于创新的基因。没有地方
立法权，导致很多改革探索无法开
展，或没办法深入推进。

不单是温州。许多城市在经济
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进展迅速，但
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成倍增加。由于
缺乏立法权，它们往往只能以“红头
文件”替代，但容易引发新问题。

据新华社

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3月9日发自北京

在反腐新形势下，如何形
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有效机制？9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负责人在记者会上
表示，根据刑法修正案（九），
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罪量刑
标准将不再单纯看具体数额，
而是将犯罪情节和数额综合
考虑。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刑法室主任王爱立
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
提出要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
罪的法律制度，为此，刑法修
正案（九）对刑法有关贪污贿
赂犯罪的条文进行了完善。

王爱立透露，其中修改了
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罪量刑
标准，不再单纯以具体的贪污
受贿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
而是将犯罪的情节和数额综
合作为定罪量刑标准。

专家表示，贪污受贿类
犯罪情节差别大、情况复杂，
单纯考虑数额，难以全面反
映具体个罪的社会危害性。
草案作出这一调整符合实际
情况。

刑法修正案（九）还完善
了行贿罪的财产性规定，对
行贿罪的处理也作进一步从
严限定，“目的就是加大对行
贿犯罪的处罚力度。”王爱立
说。

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
力度已形成共识。一名官员在
受审时表示，他曾向行贿人退
回送来的财物，其中向一名行
贿人退了数次，但每次退回去
对方都会再送回来。

此外还增加了一项规定：
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谋
取不正当利益，而向其亲属或
关系密切人员行贿的犯罪。山
东菏泽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
长刘贞坚受贿案中，许多财物
就是通过家属收受的。

8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张德江向大会报告工
作时表示，今年将推进反腐
败国家立法，研究修订行政
监察法。

王爱立表示，反腐败国家
立法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
不仅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
还包括行政监察法等。刑法修
正案（九）草案于去年10月提
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初
次审议，也向社会广泛征求了
意见。“我们将根据常委会组
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社会各
方面的意见，根据2015年立法
计划要求，及时把草案修改
好。”

立法机构设置

亟待补短板

“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地方立法
权承接准备工作。”全国人大代表、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笑华说，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已成立立法筹备
工作领导小组，她坦言，温州急需这
方面的人才，立法的指导和培训工
作也亟待加强。

获得权限之后，立法质量是否
够格，立法能力能否匹配，也是摆在
各地立法部门面前的严峻考题。一
些公众还担忧，地方会不会制定出
差法、恶法甚至“奇葩法”？

这并非杞人忧天。几年前，某省
制定实施母婴保健条例，但这部地
方法规违背了上位法《婚姻法》中有
关“取消强制婚检”的内容，被一些
专家质疑有“越权立法”之嫌。

专家认为，立法是一项复杂的
工作，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地方在
机构设置、人员能力等方面亟待补
足短板。 据新华社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回应“小官巨腐”：

前前年年已已开开查查马马超超群群，，现现仍仍在在深深入入
本报特派记者 高扩
3月9日发自北京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河北
代表团开放日上，对河北马超
群案及“小官巨腐”问题作出
回应。

周本顺表示，河北查处了
以马超群为代表的小官巨腐
案件，引起舆论关注。“马超群
案从2013年就开始查处，目前
正不断深入。”

马超群曾任秦皇岛市北
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
2014年因涉嫌贪污被带走调

查。因其家中存放1 . 2亿元现
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
续的贪污所得而震惊全国。

周本顺说，目前，河北省
不敢腐的氛围基本形成，政治
生态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但反
腐形势还比较复杂，“梁滨、景
春华案件说明河北的反腐败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周本顺说，河北的反腐败
斗争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加
强改进巡视工作，提高巡视发
现问题的能力。二是切实加大
查办案件力度，形成不敢腐的
威慑态势。三是突出重点领域
制度建设，堵住腐败高发的制

度漏洞。四是抓好领导班子特
别是一把手的责任落实。

2014年，河北巡视发现问
题是2013年的3 . 6倍，查办省
管干部贪腐超过前十年总和，
查 处 县 处 级 案 件 同 比 增 加
175%。

开放日上，环保和雾霾成
为另一个焦点问题。对此，全
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
长陈国鹰表示，由于河北省偏
重的产业结构和特殊区位，环
境治理特别是大气污染治理
任务重、压力大。

在全国公布的74个城市
空气质量排行榜上，最差的10

个城市中每月都有河北的六
七个城市，陈国鹰专门解释
称，这74个城市是这样确定
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
区设区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
城市共计74个，河北11个市占
总数的接近15%，其他省多是
省会或副省级城市列入其中，
最多有一两个。

“介绍这些情况不是找客
观理由，正是排名的压力转变
成了各市铁腕治污的动力，河
北借鉴国家的做法在143个县
区都安装了大气自动监测站，
对空气质量的后10位进行了
排名。”陈国鹰说。

新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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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文件”不合法，人大有权撤销

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3月9日发自北京

近些年，各地不少奇葩
“红头文件”甚至出现了“抽
本地烟喝本地酒”“公厕里的
苍蝇不能超过多少只”的规
定。“红头文件”制定不规范
被质疑公权滥用，“红头文
件”是否属于立法法规范的
范畴？一些地方出台的限行、
限购、限号等措施给百姓的
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立
法法通过之后，这些限制会
不会被视为违法？

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
解释说，首先要看“限”的行
为是不是有法律法规依据，
比如政府包括国务院各部门
制定规章，会规定一定数额
罚款的行政处罚，涉及公民、
法人和组织的权利，它是有
依据的，是可以的。“行政处
罚法给了规章一定数额罚款
的设定权，在这种情况下它
的行为是合法的。”

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情况下，由于一级政府行政
管理的特殊需要，要采取一
些行政措施但又来不及制定
地方性法规怎么办？郑淑娜

说，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开了
一个小口子，对地方政府的
规章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件
尚不成熟的，可以先制定政
府规章，但满两年必须提交
本级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

郑淑娜说，“红头文件”
不是地方政府规章，不属立
法法调整范围，但没有法律
法规依据，不能设定减损公
民权利和增加公民义务的规
范。对规范性文件，监督法有
规定，本级人大常委会可审
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命令
是不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如果不符合，人大有权撤销。

避免立法过多过滥，设五道防线

本报特派记者 马云云
3月9日发自北京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赋予
设区市的立法权，放开以后
如何保证法制的统一，避免
立法过多过滥，甚至可能产
生下位法与上位法冲突的现
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表
示，维护法制统一才能保证
法律正确有效地实施。“不是
说一股脑地全部放开”，为防
止这个问题，立法法修正案

草案设置了五道防线，首先
考虑到设区的市的数量比较
多，但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
草案要求省一级人大常委会
要根据设区市的人口数量、
地域面积和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以及立法需求和立法能
力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设区
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
体步骤和时间。

此外，设区市制定地方
性法规，不得与国家的法律、
行政法规包括所在省的地方
性法规相抵触。

第四道防线是要报批准

才能实施，设区市制定出的
地方性法规要报省一级人大
常委会批准，省一级人大常
委会要对报送的设区市的地
方性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

如果前面四道防线都没
有发挥作用，那么还有一道
防线是备案审查制度，地方
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要
报备案，地方性法规要报全
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
案，地方政府规章要报国务
院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和
国务院在审查时发现有违法
情况，要予以纠正。

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
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本报特派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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