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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被告人穿囚服出庭將落實
兩高報告昭示司法改革走向全面深化

大相.....可組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兩會報道）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昨日說到2015
年最高檢工作時表示，將深化跨行政區劃人
民檢察院改革試點。經授權同意後，將從生
態環境領域入手，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
益訴訟制度。深化中央統一部署的司法人員
分類管理等4項重大改革試點，形成可複製
可推廣的經驗。

完善司法監督 推進信息公開
「經授權同意後，從生態環境領域入手，
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探索
建立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發現行政機關違
法行使職權或不行使職權的督促糾正制
度。」曹建明還指出，要研究完善對涉及公
民人身、財產權益的行政強制措施的司法監
督制度。深化中央統一部署的司法人員分類
管理等4項重大改革試點，形成可複製可推
廣的經驗。深入推進案件信息公開，充分運
用網絡等新媒體，及時公佈社會關注案件處
理情況。
曹建明提到，要加強對生態環境的司法保

護。他稱，一些地方檢察機關在辦理毀林等
案件時，探索建立「補植復綠」機制，由犯
罪嫌疑人或其親屬補種恢復後，依法酌情從
寬處理。針對生態環境遭受破壞後無人提起
民事訴訟等情況，探索督促或支持有關行政
機關、社會團體起訴。江蘇檢察機關對非法
傾倒2.5萬餘噸工業廢酸的特大環境污染案
14名被告人提起公訴，並出庭支持環保聯合
會提起公益訴訟，法院判決污染企業賠償環
境修復費用1.6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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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涉訴信訪法治化
「司法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我們要敢於打破各
種利益藩籬，勇於向自身開刀，動自己的『奶
酪』，敢啃硬骨頭，甘當『燃燈者』。最高人民
法院院長周強昨日在報告中強調，今年要扎實推
進重大改革任務的落實。他指出，要配合中央有
關部門繼續推進人財物省級統管等改革試點工
作。積極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推
進立案登記制改革，從制度上解決立案難問題。
落實禁止讓被告人穿囚服出庭的規定。深化涉訴
信訪改革，推進涉訴信訪法治化、信息化。完善
案件繁簡分流，充分發揮仲裁、人民調解、行政
調解、司法調解在化解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深入
推進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完善人民陪審
員參審機制。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介紹，2015年要全
面開展深化人民監督員制度改革工作，重點監督查
辦職務犯罪的立案、羈押、扣押凍結財物、起訴等
環節的執法活動。深化跨行政區劃人民檢察院改革
試點。從生態環境領域入手，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
起公益訴訟制度；探索建立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
發現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不行使職權行為的督
促糾正制度。研究完善對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益
的行政強制措施的司法監督制度。
過去一年，兩高在推進各項司改措施方面成果顯

著。周強介紹，2014年最高法出台包括巡迴法庭在
內的65項具體改革舉措，選取12個法院開展審判
權運行機制改革試點，按新模式設立深圳前海合作
區人民法院、珠海橫琴新區人民法院。

人民陪審員參審重大職務犯罪

人民陪審員工作機制改革方面，最高法提前完
成人民陪審員「倍增計劃」，去年底全國人民陪
審員總數達到21萬人，共參審案件219.6萬件。周
強特別舉例說，去年山東省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
吸收人民陪審員參與審理倪發科受賄、巨額財產
來源不明案，係人民陪審員首次參審重大職務犯
罪案件。
曹建明介紹，去年，最高檢也推出司法人員分類
管理、司法責任制、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省以下地
方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4項重大改革；並在上
海、北京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人民檢察院。最高檢
還落實「誰辦案、誰決定、誰負責」機制，組織17
個市縣檢察院開展檢察官辦案責任制試點，擇優選
任460名主任檢察官，賦予相應司法辦案決定權，
完善司法辦案責任制度，主任檢察官對所辦案件終
身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靜 兩會報道）

今年是中國全面推進

依法治國的開局之

年，也是司法改革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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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盾：轉基因農產品商品化須嚴把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兩會報

道) 全國政協委員、農業部原副部長牛
盾昨日表示，中國正在開展轉基因農產
品的研發，但會對轉基因農產品商品化
生產嚴格評審把關。他並強調，生產轉
基因農產品必須有一定的標識，保障公
眾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上市需具標識 保障公眾知情權
他表示，即使轉基因農產品有食品安

全證書證明安全，企業在商品上市時必
須給予標識，由消費者根據知識和消費
偏好來選擇，公眾有知情權和選擇權。
「儘管它是安全的，還是有人不想吃，

沒人逼你。如果企業生產使用了轉基因
產品，沒有標識，就是違法。」
他還指出，中國實驗室研發出來的轉

基因成果可以儲備起來，不用於商品
化，這是一種競爭力戰略。美國很多重
要轉基因成果也是不開發的，如轉基因
小麥研發出來很多年，也僅用於儲備。
轉基因農產品的商品化銷售，目前全球
也就20多個國家，很多轉基因大豆、玉
米、油菜等產品的生產來源於美國。
牛盾說，中國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究以

及對轉基因農產品的研發，主要有三個
重要目標。首先是為了解決糧食安全問
題，通過研發和商品化的運用，提升中

國糧食總量和數量。其次希望通過研發
提高農產品品種的抗逆性，比如小麥、
水稻遇到低溫、乾旱、病蟲害也不怕。
第三希望通過轉基因技術研發，提升農
產品的品質，有更多營養物質。
對於轉基因農產品很多妖魔化的報

道，牛盾表示，目前還沒有科學數據能
證明轉基因產品會導致癌症或者不能生
育。「我們不能說，某一個技術是百分
百安全的，或說是零風險。評價轉基因
技術安全與否，要有足夠的實驗數據和
結果。對於這樣一個先進的技術，我們
希望把優勢的一面發揮到最大，盡可能
遏制它的劣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譚錦屏、
肖 建 花 兩 會 報
道）全國人大代
表、長沙醫學院院
長何彬生在接受本
報記者專訪時表
示，中國民辦教育
是公辦教育的重要
補充，但在當前深
化教育領域綜合改
革的過程中，民辦
教育沒有受到應有

的重視。何彬生還直言，民辦高校當前的處境
就像「後媽的孩子」，被管得太死，而得到的
支持又太少。

掣肘太多 有失教育公平
何彬生向記者介紹，中國民辦教育自1997年開
始起步，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目前民辦高等教
育機構有1,612所，在校學生689.48萬人，民辦
高校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何彬生介紹，據調查，有64%的地方高校認為
「教育主管部門管得太死」，控制過多、過細，
高校沒有真正獲得創造和傳播知識，培養高素質
人格健全的主體地位。而民辦高校受到的掣肘更
多。當前，政府還沒有將民辦教育事業納入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依法應該下放的權力還沒

有向民辦教育傾斜。民辦高校在建設發展、自主
招生錄取考試、收費、專業設置等方面還沒有與
同級公辦學校享有同等的權利。
何彬生認為，當前已經公佈的80所自主招生
的高校也僅限於公辦大學，這明顯失去了教育
的公平屬性，應盡快出台民辦高校自主招生的
有關政策，讓民辦高校有自主組織應屆高中畢
業生升學考試，向社會挑選優質生源的機會。

籲國家財政支持民辦教育
「在國家財政支持上，民辦高校簡直是『後

媽的孩子』。」何彬生直言。他表示，在改善
辦學條件、擴建師生宿舍、教學實驗實習用地
建設以及教學儀器、學生活動場館、教師人頭
費、實驗室建設等專項資金方面，公辦高校都
有相應的政府撥款，而民辦高校卻未享受到任
何支持。
此外，2014年我國省屬本科高校生均財政撥

款從9,500元提高到1.2萬元/年，教育部管轄的
高校醫學生均撥款達3.5萬元/年，而民辦高校
分文沒有。「甚至連教職員工的養老保險都只
能按企業的標準來辦理，這大大加重了民辦高
校的負擔。」何彬生說。
何彬生表示，民辦高校的經費來源完全依靠

舉辦人自籌和學生學費發展，顯然有失公平。
本次會議期間，他已向大會提交建議，呼籲國
家對民辦高校應按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屬性，給
予一視同仁的生均拔款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葉臻瑜 兩
會報道）全國政協
委員、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部副部長
楊志明接受記者訪
問時表示，應該讓
優秀的農民工成為
新市民，讓他們進
城有工作，上崗有
培訓，勞動有合
同，報酬有保障，
參保有辦法，維權

有渠道，住宿有改善，生活有文化，子女有教育，
發展有目標，創造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新路。
楊志明表示，新生代農民工通常是指80後、
90後的農民工，他們大多數文化程度較高，一
般都初、高中畢業，對於信息的獲取量大。
「如果說老一代農民工是背着被子袋進城的，
那麼新生代農民工是拉着拉桿箱進城的。新生
代農民工要求參加社會保險，老一代農民工要
求改善勞動條件，新生代農民工要求分享企業
分享城市的發展成果」。他說，滿足農民工們
的合理期待，方能推進新生代農民工走向體面
勞動。
由於中國的農民工目前都處於中低端的勞
動，因此他們改變現狀的要求很強烈。楊志明
直言，中國2.74億農民工是一個強大的力量，
是實現中國夢最大的奮鬥群體和受益群體，因
此，最大程度滿足他們的願望，才能創造具有
中國特色的農業勞動力轉移道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北京報道）作為參加全國
「兩會」為數不多的農民工代表，來自甘肅的康仁每年的
建議總與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息息相關。「我發現這幾年保
障房領域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比較嚴重，政府或事業單
位成了『欠薪大戶』。」話語間，康仁憨厚直爽的農民工
本色顯露無遺。
近年來，隨着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各級政府都加大

了對保障房的建設力度，但由於一些建設單位資金給付不
及時、周轉期長，導致只能由施工方東挪西借給農民工發
工資。「尤其是到了年底或者春節前，農民工要回家過
年，資金需求更大，施工方根本無法解決。」康仁說。
康仁來自甘肅省會寧縣農村，從2013年第一次以農民工

代表的身份參加全國兩會起，康仁的建議從將「農民工」
改名為「新工人」，到擴大經適房保障範圍讓農民工能在
城市安家，再到今年的農民工欠薪以及技能培訓問題，唯
一不變的主題就是圍繞農民工。
「政府應該加大對農民工的培訓力度，除依托職業院校

開設勞務技能培訓課程之外，還應加強崗位培訓，從農民
工進入工地開始就接受培訓。」康仁說，「同時，對熟練
工進行職稱認定，確保他們能幹得了、穩得住、有奔頭，
最終融入城市生活。」

農民工代表：保障房領域
政府成「欠薪」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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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張紫晨 兩會報道）全國
政協委員、國家衛計委副主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
國強昨日向本報表示，中醫藥法已納入今年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立法規劃，預計將在今年提請審議。他說，很多患者
喜歡、信賴中醫，「習近平總書記都說，『我們自己也喜
歡看中醫』」。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
會議會議。。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員旁聽大會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員旁聽大會。。 新華社新華社

■全國人大代表、長沙醫
學院院長何彬生。

譚錦屏 攝

■楊志明 葉臻瑜 攝

■全國政協委員、農業部原副部
長牛盾。 茅建興 攝

■■公益訴訟入法有助於對環境污公益訴訟入法有助於對環境污
染事件的責任追究染事件的責任追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醫院
管理局前主席
胡定旭（左）
與全國政協委
員、國家衛計
委副主任、國
家中醫藥管理
局局長王國強
兩會相見歡。

劉凝哲攝

兩會相見歡兩會相見歡

王國強：中醫藥法料今年審議

何彬生嘆民辦高校是「後媽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