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年前， 陕西洛南县灵
口镇代川村村民李锁劳在家
中离奇身亡。案发后，疑凶落
网且认罪， 警方却以猝死定
案。死者家属随后上访，公安
部责令复查， 经开棺验尸确
认尸内有毒。此后30年，警方
“追凶未果”。今年10月27日，
疑凶再度被警方控制。对此，
洛南县公安局称， 正在重新
立案调查该案。

1982年11月30日晚，李
锁劳被发现在家中死亡，第
二天， 洛南县公安局民警到
达代川村，张虎子、刘更戌被
警方控制，两人均已认罪，但
很快又被释放。经市、县两级
公安部门侦查， 当时以急死
（即常说的猝死）定案。

当年曾办此案的乔文秀
说， 张虎子、 刘更戌被抓后，
“他们都承认了以阴阳先生看
病的名义，把老鼠药装进香烟
里，给李锁劳抽。”张虎子当年
也交代了杀人动机：他与宋梅
竹（李锁劳妻子）有染，害死李
锁劳后，他俩可以结婚。

至于最后为什么放人，乔
文秀称，他认为当时放人是有
疑问的，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上边要让放人他也没办
法，为此他还跟领导争辩了几
句。之后，他就被调离了原工
作岗位。 ■据华商报

法制

中办国办8个督查组
顶风冒雪下基层摸实情

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情况督查动员会11月27日在北京召开
后，截至11月29日，由中办、国办联合派出
的8个督查组全部就位，并已分赴内蒙古、
甘肃、宁夏、天津、河南、贵州、江西、吉林
等省区，马不停蹄、顶风冒雪开展工作。

据了解，8个督查组， 每组负责2个省
（区、市）的督查工作，将对16个省份就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重要部署、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
定的主要任务、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点
工作的完成情况，涉及8个方面、35项政策
措施进行督查调研。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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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轮巡视13个

巡视组全部进驻文化部、环
保部、中石化等13个单位。

13

埃及民众不满前总统穆
巴拉克脱罪，近2000人在开罗
解放广场示威，致2死9伤。

2000

广东东莞市确诊1人感
染H7N9禽流感，对患者密切
接触者22人实施医学观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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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法制办公室11月
30日全文公布了《存款保险
条例（征求意见稿）》。根据这
一征求意见稿， 存款保险实
行限额偿付， 最高偿付限额
为人民币50万元。

“对50万元的最高偿付
限额， 我们根据2013年底的
存款情况进行了测算， 可以
覆盖99.63%的存款人的全部
存款。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存
款人的存款能够得到全额保
障，不会受到损失。”中国人
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世界上已有110多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
度。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中，多国存款保险制度有效
避免了挤兑的发生，最大限度
地保护了普通储户的利益。

所谓存款保险， 是指存
款银行交纳保费形成存款保
险基金， 当个别银行经营出
现问题时， 使用存款保险基
金依照规定对存款人进行及
时偿付。

征求意见稿规定， 被保
险存款包括投保机构吸收的
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同
一存款人在同一家投保机构
所有被保险存款账户的存款

本金和利息合并计算的资金
数额在最高偿付限额以内的，
实行全额偿付；超出最高偿付
限额的部分，依法从投保机构
清算财产中受偿。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
所副所长宗良指出，存款保险
制度主要出发点是加强对存
款人的保护。通过法律程序明
确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更
好地起到稳定人心、增强信心
的作用。

一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
完毕，我国将形成包括央行最
后贷款人职能、银监会审慎监
管和存款保险制度三道金融
安全网。

存款保险条例征意见：赔付上限50万
可在今年12月30日前，通过三种方式提出意见

12月1日起，一批新的
法规规章开始施行。 每个
寄养家庭最多能寄养几名
儿童？ 企业安全事故最高
会被罚多少钱？ 哪些制售
假药、 劣药的违法犯罪行
为将被从重处罚？ 这些都
在新规中得到明确。

安全事故加大处罚

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
12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的
安全生产法进一步加大了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法律规定，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单
位，按照一般、较大、重大、
特别重大四类事故等级分
别处以最低二十万元最高
两千万元的罚款。

为解决执法懈怠问
题， 在安全生产事故预防
方面，法律规定，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分类
分级监督管理的要求， 制定
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
划， 并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
划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事故
隐患，应当及时处理。

家庭可寄养流浪儿

12月1日，民政部出台的
家庭寄养管理办法正式实
施。管理办法提出，每个寄养
家庭寄养儿童的人数不得超
过二人， 且该家庭无未满六
周岁的儿童。寄养残疾儿童，
应当优先在具备医疗、 特殊
教育、 康复训练条件的社区
中为其选择寄养家庭。

管理办法扩大了寄养儿
童范围，不仅规定未满十八周
岁、监护权在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的孤儿、查找
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
以被寄养，还提出“对流浪乞

讨等生活无着未成年人承担
临时监护责任的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机构开展家庭寄养，参
照本办法执行”。

卖假药毒害婴幼儿重罚

为严厉打击制售假药、
劣药的违法犯罪行为， 最高
法院、 最高检察院联合制定
的《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12月1日起实施，七
种情形将被从重处罚， 其中
包括： 生产、销售的假药以孕
产妇、婴幼儿、儿童或者危重
病人为主要使用对象的；医
疗机构、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生产、销售假药的； 在自然灾
害、 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
件、 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
件期间，生产、销售用于应对
突发事件的假药的。

■据新华社

一批法规规章今起施行

安全事故最高可罚2000万元
卖假药毒害孕产妇婴幼儿重罚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两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小微型面包车、摩托车
生产和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小微型面包车全部安装防抱装制（ABS），实行摩托
车新车上牌免检和“带牌销售”，新出厂摩托车配备安全头盔。

“微面”强制应用ABS��摩托车新车免检带牌销售

新规

福建武平县日前发生一起误将人当成
野猪击中致死事件，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刑事拘留，其中一人系当地乡镇干部。

该县通报称，11月26日， 武平县公安
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前期报案失踪的
李某昌被其家属在永平镇塔里村山上找
到，已经死亡，身上有枪伤。武平县公安局
获悉情况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并赶赴现场。
经勘查检验，确认死者系李某昌，初步确定
为被猎枪击中致死。11月27日上午， 其中
一名嫌疑人吴某标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供述了11月23日与武平县城厢镇党委副
书记修某开一起上山打猎时， 修某开误将
李某昌当成野猪击中致死的事实。目前，2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据新华社

追踪

官员打猎又出人命
误将村民当野猪打死
事发福建武平 两名嫌疑人被拘

洛南县重启调查
32年前命案
疑凶落网后曾认罪却
被放，今又被抓

记者从国务院法制办了
解到， 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
可在今年12月30日前，通过中
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信函和电
子邮件三种方式提出意见，具
体渠道详见中国政府法制信
息 网（http：//www.chinalaw.
gov.cn）。 ■据新华社

提醒

三种方式提出意见

改革

我省新型媒体集团
呼之欲出

本报11月30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文
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获悉，我省《深化省
管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11月27日正式印发。推进
省管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今年
湖南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
合并同类项，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几家有
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
型媒体集团，形成以大型龙头文化企业为
主导、中小文化企业同步发展的新格局。

根据《方案》，将潇湘晨报社、长株潭
报社、法制周报社、金鹰报社、当代商报社
等报刊社，划归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
司管理。

将湖南教育报刊社、 湖南教育音像电
子出版社、湖南地图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划
归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关于湖南教育报刊社的改革，分两步走。第
一步，先转企改制，组建湖南教育报刊集团
有限公司， 列入省管国有文化企业。 第二
步，待条件成熟时，再考虑与湖南出版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整合重组。

整合湖南广播电视台相关可剥离经
营性资产和芒果传媒有限公司，组建湖南
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记者 李国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