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家庭教育法草案、法律援助法草案等

家庭教育不当，国家可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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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1月2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
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了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法律援助法草案的议案、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修订执业医师法的议案等多个议案。

医师是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的基础，是保障人民健康、
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对执业医师法作
了较大幅度修改。 草案进一
步强化了医师保障机制，完
善了医师职责和义务。

执业医师法是我国第一
部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法律，
1999年起施行，修订势在必
行。

为与教师法、 法官法等
法律名称协调统一， 草案建
议将法律名称由“执业医师
法”改为“医师法”。

近年来， 时有发生的暴
力伤医事件不仅侵害了医务
人员人身安全， 也严重损害
了医患关系。草案新增的“保
障措施”一章明确规定，政府
应当维护医疗卫生机构良好
的执业环境， 有效防范和依
法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

草案还吸收了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经验做法。例如，
草案规定， 国家建立适应现
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人
才培养和使用机制； 遇有紧
急情况以及国防动员需求
时， 医师应当服从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的调遣。

法律援助法草案20日提请
会议初次审议。

草案明确， 法律援助是国
家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
条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的法律
咨询、代理、刑事辩护、值班律
师法律帮助等法律服务。

草案扩大了民事法律援助
的范围， 规定对于请求工伤事
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
故、 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
事项， 如果公民需要代理但因
为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
的， 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
法律援助。

此外， 对于请求给付赡养
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
付劳动报酬的， 主张因见义勇
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等事
项， 如果公民需要代理但因为
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
也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
律援助。

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草案
规定，如果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属于未成年人， 盲、
聋、哑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的人等情形，没有委托辩护
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
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20日首次提请审议的安全生产
法修正草案， 进一步加大对生
产经营单位及其负责人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据了解， 草案在现行的安
全生产法规定的基础上， 普遍
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罚款数
额。 增加生产经营单位被责令
改正且受到罚款处罚， 拒不改
正的， 监管部门可以按日连续
处罚。

草案针对安全生产领域
“屡禁不止、屡罚不改”等问题，
依法吊销有关证照， 对主要负
责人实施职业禁入。

同时， 草案还加大对违法
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和公开力
度， 规定监管部门发现生产经
营单位未按规定履行公示义务
的，予以联合惩戒；有关部门和
机构对存在失信行为的单位及
人员采取联合惩戒措施， 并向
社会公示。 ■据新华社

在2021年长沙两会上，长沙市
人大代表龙凤舞带来了《关于大力
推进智慧社区健身中心建设， 率先
实现城区“5分钟健身圈”》的建议。

长沙市岳麓区八方小区“智
慧社区健身中心” 从去年1月3日
开始投运， 每天都有附近的居民
前往锻炼打卡。 健身人员只需下
载注册运营方的健身App， 便可
刷脸进入锻炼。“一个月只要25
元，既方便又实惠。”来这里健身
的居民对此纷纷点赞。

八方社区负责人介绍， 健身
中心由政府出资、社区出场地、企
业运营，具有明显的公益性。长沙
市体育局按每家35万元的标准投
入器材。

“长沙应该着力推进智慧社区
健身中心建设， 在全国率先实现
城区居民‘5分钟健身圈’。”龙凤

舞表示，长沙市目前建成智慧社区
健身中心30个， 投入使用以来，已
注册会员2万余人， 市民健身30万
人次，深受群众欢迎。

龙凤舞说，目前有部分人对这一
新生事物认识还不够，在小区需要用
到住宅建筑的架空层征求业主意见
时，部分业主不理解、不支持，导致部
分选址落地受限。“而且， 长沙市有
759个城市社区，如果由体育部门单
一投资建设，资金缺口巨大。”

为此， 龙凤舞建议从党政机
关、新闻媒体、社区基层三个维度
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群众积极
支持智慧社区健身中心选址落地。

“对新建小区， 要求房地产商
配建智慧社区健身中心，与住宅同
步规划建设。”龙凤舞还建议，将智
慧社区健身中心建设纳入市重点
民生实事项目。 ■记者 丁鹏志

聚焦长沙市两会

本报1月20日讯 1月20日下
午， 政协长沙市十二届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在长沙人民会堂闭幕。
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湖南湘江
新区党工委书记郑建新出席闭幕
会并讲话。长沙市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文树勋主持闭幕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长沙
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
于十二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
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长沙市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
决议》等。

郑建新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
产党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 也是长沙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完成今年
的目标和任务， 需要最大限度地凝
聚共识、汇聚力量。希望各级政协组
织和广大政协委员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发扬传统、发挥优势，紧扣新
使命、新目标、新任务，提高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
凝聚共识， 为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沙新篇章
作出更大贡献。 ■记者 周可

政协长沙市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
为谱写长沙新篇章作更大贡献

当选省人大代表以来， 向志
明积极履职， 带领公司不断创新
突破，在北斗卫星导航应用、天地
一体化通信等领域取得重大突
破。他抓住机遇，加快北斗导航产
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和服
务，助力军民融合产业深度发展。

近年来， 国家对北斗产业非
常重视，向志明抓住机遇，自觉肩
负起北斗民用化的责任。 一方面
对公司内部架构进行设计和优
化，合理加快企业体制、机制的转
换，加快了企业进入市场的步伐；
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市场空间，通
过收购研发机构进行技术创新，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建成基于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北斗运营中
心服务平台和北斗运营数据中心，
并开始向交通、渔业等行业提供运
营服务。同时，该公司在智慧城市
建设领域已形成智慧教育、智慧路
灯、智慧交通等具体解决方案。

向志明表示，“基于北斗产业
巨大的市场空间和良好的发展机
遇，未来几年里，公司将相继投资
近10亿元，建设湖南省乃至全国规
模最大的北斗导航终端产品生产
制造及运维基地。”

今年两会，他将围绕“加强智
慧城市建设的管理和评估”这一问
题提出相关建议。 ■记者 丁鹏志

向志明：北斗系统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龙凤舞：推进智慧社区健身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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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法草案 20日
提请审议。 草案提出， 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
体。政府、学校、社会为家庭
教育提供支持， 促进家庭教
育。 必要时， 国家对家庭教
育进行干预。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
会主任委员何毅亭在向会议
作相关说明时介绍， 随着我
国社会转型速度加快， 传统
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深刻
变化， 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日益凸显： 监护缺失、 家庭
教育缺位导致部分农村留守
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的极端事
件屡有发生； 不少父母缺乏
正确的成才观，“重智轻德”
“重身体健康、 轻心理健康”

的倾向广泛存在； 很多父母
表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
孩子， 有的甚至将殴打虐待
作为家庭教育方式。 这些问
题， 影响了许多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拒绝或者怠于履行
家庭教育责任、 实施家庭教
育不当， 导致未成年人行为
出现偏差或者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时， 应当予以必要的干
预。为此，草案赋予学校、村
（居）民委员会、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的所在单位批评教
育和督促的权力， 明确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干预家庭教育的情形和主要
措施， 并对强制家庭教育指
导的实施作出规定。

家庭教育不当，国家可进行干预

冒名顶替入学严重影
响教育公平。 针对社会关
切，20日提请审议的教育法
修正草案拟进一步明确冒
名顶替入学相关行为的法
律责任。

修正草案对现行教育法
第七十七条进行了修改，提
出在招收学生工作中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
人员；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 修正草案对上述
法条进行了完善，新增两款，
分别规定冒名顶替入学及与

他人串通、 允许他人冒用本
人姓名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
行为的法律责任。

修正草案规定， 通过提
供虚假材料、 隐瞒事实真相
等欺骗手段， 冒用他人姓名
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的，由
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行政部门撤销入学资格并责
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
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 已取
得学位证书、 学历证书或者
其他学业证书的， 由颁发机
构撤销相关证书； 已经成为
公职人员的， 依法给予开除
处分；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拟明确冒名顶替入学行为法律责任

“执业医师法”改“医师法”，进一步明确医师权责

发生工伤交通事故等
有望申请法援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或将受更严厉处罚

【人物档案】
向志明，省人大代表，国信

军创（岳阳）六九零六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