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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莫因“情感任性”误踩法律红线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
院日前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促进就业的重点举措。

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副部长张义珍在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介绍了《意见》相
关情况， 并就当前和今后就业
工作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
可返还50%失业保险费

张义珍表示，在支持企业
稳定发展方面，对不裁员或少
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
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在当日召开的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张义珍介绍
了《意见》有关情况。她表示，对
其中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
且恢复有望的，返还标准可按6
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
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或按6个
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

保险费50%的标准确定。
“根据统计分析， 民营企

业、 中小微企业贡献了50%以
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
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
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
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充
分证明了民营企业、中小微企
业创造就业岗位的强大能力。”
张义珍说。

个人可申请最高不超
15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在鼓励支持就业创业方
面， 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
业， 可分别申请最高不超过15
万元和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
款。

《意见》提出了多项稳企业
稳岗位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鼓
励支持个人和企业就业创业。

“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额度，从200
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提高幅度
达50%。”张义珍表示，这样的
政策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融资
需求。 ■据新华社

“乐清市人民检察院” 微信公
众号12月5日消息，近日，乐清市发
生“失联男孩”母亲陈某编造虚假
的警情、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事件，
造成舆论轰动和社会困扰。目前，陈
某已被乐清市公安局以涉嫌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刑事拘留。(详
见本报今日E01、E02版)�

目前， 该案还在侦查取证阶
段， 陈某是否犯罪还要以最后的
法律判决为准。 若最后陈某真的
被判触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
息罪”，其行为也绝对是触犯该罪
条的犯罪分子中的异类。

“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罪”表述于《刑法修正案（九）》，增

补为《刑法》第291条第二款，特指
编造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
或明知上述虚假信息， 故意在信
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 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触犯此罪
的人， 多知道自己的行为有违法
嫌疑， 而传播的虚假信息则多与
自己无关， 纯粹是看热闹不嫌多
的心态下的产物。

而这次涉嫌触犯此罪的陈某
之所以是异类， 起因为她与该罪
传统的“罪嫌”完全不同：她很可
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
法；她完全不是“看热闹不嫌多”
的心态， 而是陷入到自以为是的
“情感演绎”的幻觉之中。

从法理上看， 陈某的出发点
是想要用儿子的“虚假失踪”测试
丈夫对其母子的真情， 出发点没
有任何冲撞法律的恶意， 和传统
的“造谣分子”知法犯法的情况有
所不同，但客观上，她通过微信大
搞“悬赏寻人”的行为在编造、故
意传播虚假信息方面又是确凿无
疑的， 这使她的行为在“罪行法
定”的层面上又有一定的模糊性。
若在判例法国家， 这绝对是一个
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标志性案件。

抛开繁琐的法律和法理，该
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陈某实实在在
是“情感任性”的牺牲品（尽管这
一切都来源于其自身）。陈某的初

衷毫无犯罪恶意， 却因为过度的
情感任性，误踩了法律红线，若最
终因此锒铛入狱，实在是可怜可悲。

陈某受罚当然是咎由自取，
却给了我们一个沉重的教训，那就
是如何看待生活中的“情感任性”。
情感任性若控制得当， 可能是生
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危害不大，比
如陈某若只是让小孩子暂时躲躲
（比如放孩子姥姥家）吓吓丈夫并
及时收手， 那充其量是“恃宠而
骄”，没有大害；反过来，敲锣打鼓，
在微信上悬赏50万， 引发社会焦
虑和混乱，就一步跨入违法的泥泞
中去了。各类情感傲娇分子，当以此
为戒，以免触碰法律红线而不自知。

陈某本无意报“假案”，最终
警察却被陈某的虚假信息牵引，
的的确确办了一次“假案”，由此
造成公共资源的靡费也是显而易
见的， 其行为已经严重透支了社
会诚信和良知，扰乱了社会秩序。
若陈某发布虚假悬赏寻人帖之
后， 能够在警察介入时及时坦白
真相，负面后果也会减缓许多，其
未能及时终止游戏行为， 实在可
惜。 而靡费公共资源的行为不止
来自于陈某这类失控的情感游戏
者，更多的是那些恶性更大的恶作
剧者（比如直接报假案），他们赤裸
裸地冲撞法律红线， 更须受到法
律的制裁。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12月5日讯 今日，湖
南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宣传
月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记者
获悉，经过前期准备，我省全国
经济普查将于2019年1月1日
起开始入户登记，1月至4月为
入户登记阶段。

这次全国经济普查， 普查
对象是我省境内从事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
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
务状况、能源情况、生产能力、生
产经营和服务活动、 固定资产
投资情况、研发活动等。普查的
标准时点为2018年12月31日。

经济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
人资料，严格限定用于经济普查
的目的，不作为任何单位对经济
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

“真实可信是经济普查的
灵魂。”省统计局副局长李绍文
强调， 普查对象如实提供数据
是法定义务，拒报、虚报、瞒报、
迟报和伪造、 篡改数据等违法
违规行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李绍文表示， 普查对象无须担
心， 上报的数据不会泄露，“如
果单位和个人发现自己上报的
数据被泄露或者被用于经济普
查以外的目的 ， 可以拨打
0731-82212018进行举报。”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刘雁

长沙通报改革开放
40年政法工作成就
开出史上
最高罚单30亿

本报12月5日讯 今日上
午， 长沙市举行庆祝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
场， 通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长
沙市政法工作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 长沙市
政法机关服务改革发展大局，
护航经济发展， 竭力服务人民
群众。 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摆在首位， 持续深入开展反
颠覆、反渗透、反间谍、反恐怖、
反邪教斗争， 依法妥善办理多
起危害国家政治安全、 政权安
全的重大敏感案件， 牢牢掌握
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护航经济发展上， 突出打
击职能，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五
年来， 全市法院依法审理民商
事案件45.7万件， 检察机关立
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715件879
人， 公安机关开展打击制假售
假、偷税漏税、非法集资、金融
诈骗等专项行动， 成功侦办葛
兰素史克贿赂案， 开出史上最
高罚单30亿元， 作为典型案例
在全国推介。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肖乾瑄

本报12月5日讯 由省林业
局，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人
民政府，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
环境基金、 世界自然基金会主
办的“第十届洞庭湖国际观鸟
节”开幕式今晚在岳阳举行。

今年的洞庭湖国际观鸟以
“建设大美洞庭， 守护观鸟胜

地”为主题，12月5日-7日在岳
阳举办，同时在常德市、益阳市
分别设分会场。观鸟节期间，将
举行观鸟比赛、 洞庭湖生态保
护与绿色发展国际研讨会、GPS
候鸟监测与研究放飞活动以及
颁奖典礼暨闭幕式等活动。

■记者 李成辉

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

小微企业最高可获300万创业担保贷款

本报12月5日讯 今天，省
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向群
在长沙主持召开省促进非公
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省委
统战部部长黄兰香， 副省长
陈飞出席。

会议指出， 支持非公经济
发展是落实我国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的政治自觉， 是贯彻
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自觉，是
经济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打造非公经济和中
小企业“升级版”，支撑经济高
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 要坚持精准施
策，把握企业生存期、稳定期、成
长期的阶段性特征， 着眼提升
核心竞争力，既注重破解企业
发展瓶颈，更关注企业生存能
力；既注重面上帮扶，更关注个
案解决；既注重政策制定，更关
注政策落实， 把落脚点放在制
度和环境上来。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解决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
面临的生产经营困难、 综合成
本高企、融资困境、人才紧缺、
营商环境待改善等问题， 破除
“恐惧症”“冷漠症”“懒动症”。完
善工作机制，狠抓责任落实，凝
聚支持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发
展的强大合力。

■记者 邓晶琎

湖南打造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升级版”

湖南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明年1月1日起入户登记

第十届洞庭湖国际观鸟节岳阳开幕

新华社 图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
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
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

●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
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额度，从
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