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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拟特赦四类服刑罪犯
时隔40年后将再次实施特赦 贪污受贿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等不予特赦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
际，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4日
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
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 如果
草案得以通过， 将意味着我国在
时隔40年后再次实施特赦。 为何
选择这个时机特赦？ 特赦四类罪
犯是怎样考量的？ 特赦的意义何
在？ 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和
解读。
此次拟特赦的四类罪犯包
括： 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
犯；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
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
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三
是年满七十五周岁、 身体严重残
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
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
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
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的议案和草案

奖励

共和国勋章拟确定为国家最高荣誉

专家分析
拟特赦四类罪犯的考量：
特殊贡献＋人道主义
对于第一类特赦对象， 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储槐植认为，是
为了表示对他们曾经参加过的正
义战争行为的高度认可与奖励。
此举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
争、 维护世界和平， 维护国家安
全、 稳定和统一的坚强决心和坚
定信念。
第二类特赦对象的除外情
形，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教授王平认为， 除外情形中贪污
受贿犯罪是职务犯罪中性质最为
严重的两类犯罪， 在当前反腐败
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情况
下， 对贪污受贿犯罪不予特赦主
以彰显党和政府坚决反对腐败的
坚强决心。将故意杀人、强奸、抢
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
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有组织
犯罪的主犯排除在此次特赦之
外， 是因为这几类犯罪都是性质
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很大。
针对第三类特赦对象， 此次
将年满75周岁、 身体严重残疾且
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作为特
赦对象， 在指导思想和操作思路
与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的精
神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这次是
对正在服刑的符合特赦条件的老
年罪犯一次性地全部适用， 范围
更广，从宽的力度更大。需要注意
的是，“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
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三者是
并列关系而不是选择关系。
关于第四类特赦对象， 储槐
植认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该条规定在指导思想和思路上与
我国一贯坚持的对未成年犯罪人
采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
针是一致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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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法草案明确，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为国家最高荣誉，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向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奖章，颁发证书。
草案明确，国家设立共和国
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保卫国家和国防建设中建
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设立国
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
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
大贡献的杰出人士。
“国家在国庆日等重大节
日、纪念日，举行授予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仪式； 必要
时，也可以在其他时间举行授予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仪
式。”草案提出，国家设立国家功
勋簿，记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名录及其 功绩 ；此
外，还将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的卓越功绩和先进事迹。

外 用“肾 方 ”
轻松解决男人问题
温馨医讯： 近日，一
种 名 为“菲 必 特 ” 的 男 士
产品在市场上引起了不小
的轰动，其剂型独特，不是
药品，不是针剂，也无需口
服，只需一抹，就可轻松解
决男性问题， 效果比口服
产品还要快速，持久，而且
无不良反应， 初期体验者
无不惊奇，直呼意外，更让全球已经享用的男
性朋友兴奋不已……
“已经试用，真是个好东西，时间从来没有
这么长过……”
“效果真不错，简直就是“外用伟哥”，真的
太尽兴了……”
“老公扬眉吐气……， 我也享受到了久违
的快乐”
据负责国内市场销售的欧阳总监介绍：菲
必特的主要成分是从世界三大强身植物“玛
咖”“淫羊藿”“肉苁蓉” 中提取的特殊男性精
华，科学界称之为 copulins，它通过刺激人体交
感神经，加速男性局部微循环，提升和增强海
绵体细胞分裂增殖三大作用，从而大大延长时
间，增强力度，实现男性器官的二次发育，再现
男人雄风，效果又快又安全，欧美医学界称之
为
“魔力膏”。
在欧美国家，很多医院都向患有功能障碍
的男士推荐菲必特，其独特的效果使菲必特已
经成为很多男人的床头必备品， 无论是疲软、
无力、冷淡、控制力差等，只要轻轻一抹，立刻
就来精神。 很多用过的人说，虽然菲必特提高
的是生理功能，但他们最享受的却是心理上的
满足，看着爱人惊讶的表情，仿佛又找到了二
三十岁的感觉。 虽然菲必特促勃、延时的效果
奇佳，但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促进器官的二
次发育。 调查显示， 只要连续使用菲必特 2-3
个月，海绵体细胞的数量即可显著提升，对于
菲必特的使用，专家建议一旦各方面都达到满
意效果要减少或停止使用。

热销趣闻——
—
明明是一种男性产品，而购买者中女性竟
占了四成。 一种男性产品缘何如此受女性青
睐？ 已经是第二次购买的李女士说：“老公今年
还不到 40 岁，那方面就不行了，总觉得力不从
心，不仅时间越来越短，好像还变小了许多，也
吃过一些壮阳药，不是头疼就是事后好几天缓
不过来，就再也不敢让他用了，菲必特， 只需抹
一抹，立马就有精神，而且每次都能控制自如，
持久不泄， 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论从感官上、时
间上都好像回到了 30 岁一样， 我也重尝了久
违的快乐。 一位女性朋友私下对调查者说，之
所以购买菲必特主要还是看中了菲必特的 安
全性和有效性， 既能享受高质量的夫妻生活，
又不会为副作用担心，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
对家人负责。
用过的人说起菲必特的效果滔滔不绝，但
还有一部分人却心存疑虑：真的安全吗？ 真的
能有效解决问题吗？ 过后会不会反弹啊？
一、首先，外用不需口服，不会对血管、肝
肾有任何伤害，三高人群也能使用，其次纯植
物提取没有任何化学添加，100%安全。 二、之所
以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起效，则完全因为采
用的小分子工艺，有效成分能够透过皮肤直接
作用到海绵体，不需经过缓慢的吸收、循环，其
效能 100%的被利用。 三、美国菲必特的效果已
经被全球近亿万男性朋友验证，在你身边可能
就有菲必特的受益者，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无数人已因菲必特过上了美好的夫妻生活。
好消息： 目前，美国“菲必特”已经得到国
家相关部门的批准在中国正式上市，由于国内
市场需求量巨大，一直供不应求，因而每日仅
推出 10 套特惠装供大家订购， 详情可拨打全
国免费电话 400-837-3979 进行咨询， 全国
各地保密配送，货到付款 优惠代码：156

温馨提示：外用制剂，效果强劲，“未
成年人和性欲亢进者禁用”。
陕健用广审（文）第 2015080016 号

连线
可授予外国人国家勋章
草案还规定，对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与合
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重要贡献
的外国人， 可以授予国家勋章。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
表示，给外国人授勋，是国家对外
交往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巩
固和发展与有关国家和人民传统
友谊和友好关系的重要媒介之一。
此外， 草案还对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的撤销进行了明
确： 获得者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
处刑罚的， 或者有其他严重损害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声誉的
行为的，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决定撤销其国家勋章、
国家荣誉称号并予以公告。
■据新华社

资讯
国务院发布农村
“两权”抵押贷款指导意见

赋予“两权”
抵押融资功能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
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
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开展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
点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明确任务， 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
制度创新。《意见》 提出了试点的
五项主要内容：一是赋予“两权”
抵押融资功能。 二是推进农村金
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三是建
立抵押物处置机制。 四是完善配
套措施。 五是加大扶持和协调配
合力度。

龙山县致9死4伤
特大命案嫌犯落网
记者24日从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公安局了解到，22日龙山
县特大命案嫌犯于24日晚在龙山
县老洞村被抓获。
22日， 龙山县发生一起特大
命案， 他砂乡天桥村47岁的村民
汪某涉嫌因与妻子何某长期分居
感情不和，持杀猪刀致妻子等9人
死亡后逃跑。记者从湖南省公安厅
和湘西州公安局获悉，22日早上
何某及亲属为其母亲出殡上山，料
理完丧事后回家休息。下午1点左
右，汪某趁大家熟睡之际，用杀猪
刀行凶杀人。这起案件共造成9人
死亡、4人受伤。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