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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7)》

中國職務犯罪增量明顯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 20 日在北京發佈

名為《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7)》。報告稱，2016 年，
中國職務犯罪的增量明顯下降，職務犯罪多集中在工程建設領域、涉農惠
民領域、國企管理領域等。但是危害生產安全、環境安全和食品藥品安全
的犯罪仍然十分突出，毒品犯罪繼續處於高位，這些犯罪仍有待改善。

這份報告由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編
撰。作為以中國法治發展為主題的年

度報告，這份報告專章研究了 2016 年中國
犯罪態勢的總體情況。
報告稱，2016 年，中國的犯罪態勢總體
情況較 2015 年有所緩解，嚴厲打擊暴力恐
怖犯罪成效明顯，非法集資類犯罪、電信
網絡犯罪受到嚴厲打擊和有效控制，傳統
暴力犯罪繼續呈下降態勢，但是危害生產
安全、環境安全和食品藥品安全的犯罪仍
然十分突出，毒品犯罪繼續處於高位。

土地出讓補償是貪污高風險點

嚴密刑事法網 加強國際合作
除了在國內的反腐情況，報告還特別提
到了 2016 年中國在境外追逃追贓方面的成
績。報告同時建議，繼續加大力度打擊腐
敗犯罪，需要進一步嚴密刑事法網，完善
刑事立法，加強國際合作，對腐敗犯罪形
成國際國內、全面立體的包圍態勢，建立
有效的防範、監督和懲罰機制。

藍皮書指釋法維護憲法及基本法權威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電台報道，由中國
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聯合主辦的「2017 年《法治藍皮書》
發佈暨中國法治發展與展望研討會」20 日
在北京舉行，《法治藍皮書》提及去年解
釋香港基本法，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
威。
《法治藍皮書》指，近年香港社會有些
人公開宣稱煽動分裂的言論和主張，對國

家統一和香港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個別候
任議員更視宣誓為兒戲，發表不適當言
論。
《法治藍皮書》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基本法104條解釋，既打擊「港獨」勢力囂
張氣焰，剝奪拒絕宣誓者的議員資格，亦
體現國家逐漸趨向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
式，化解棘手政治問題，用法律解釋，為
國家治理提供制度支撐。

互聯網醫院基地落戶銀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尚勇 寧夏報道） 3月19
日，寧夏銀川舉辦了互聯網醫院集中簽約儀式，
「丁香園」、「北大醫信」、「春雨醫生」、「醫
聯」等15家中國知名互聯網醫療企業與銀川市政
府簽約，正式獲得互聯網醫院資質，進駐銀川智慧
互聯網醫院基地。至此，加上之前入駐的「好大
夫」、「微醫」，在銀川市智慧互聯網醫院基地落
戶的醫院已達17家，佔全國已建成的25家互聯網
醫院的 68%。可以說銀川打造了國內唯一一個互
聯網醫院產業集群，建成中國首個互聯網醫院基
地，為國內「互聯網+醫療」構建了示範典型。
作為中國第二批醫改試點城市的銀川，以大數
據、互聯網+新技術為支撐，以政策創新為依
託，以改善民生為導向，開啟互聯網+醫療探
索。去年，銀川市發佈了《互聯網醫療機構監督
管理制度》、《銀川互聯網醫院管理工作制
度》、《銀川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在這次簽
約儀式上，銀川市又出台若干扶持互聯網醫院政
策，將互聯網醫院列入醫保定點醫院、電子處方
與醫保系統下藥店全面接入、可用醫保個人賬戶
支付網上診費、授予互聯網醫院進行職稱評定權
利、限區域限額度選擇互聯網醫院進行統籌賬戶
支付網上診費試點。
這是中國國內第一個關於互聯網醫院管理較為
完整的系統監管體系，也是創新最多、支持力度
最大的政策支撐體系。

28具中國志願軍烈士遺骸仁川入殮
■韓國國防部在
20 日為 28 具在
韓中國人民志願
軍烈士遺骸舉行
遺骸入殮儀式。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中通社引述韓媒報道，韓國國防部為在
22日向中方送還的28具在韓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舉行
遺骸入殮儀式。入殮儀式於當地時間20日下午2時，在位
於韓國仁川市的遺骸臨時安置點進行，韓中兩國人士參加
了該儀式。
這28具遺骸是韓國國防部去年3月到11月間挖掘的，經
DNA 鑒定確定身份，將於 22 日送還中方。此次是韓方向
中方移交的第4批志願軍遺骸及相關遺物。

■《法治藍皮書》報告稱，危害生產安全、環境安全和食品藥品安全的犯罪仍然十分突出。圖為法院對天津港
「8·12」特大火災爆炸事故涉案單位及相關職務犯罪被告人進行公開宣判。
資料圖片

中國海事司法透明度穩步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浪網報道，中國社會科學
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日聯合
發佈2017年《法治藍皮書》，並發佈了《中國
海事司法透明指數報告》。2016年度，國際社
會對中國海事案例、海事法院網站的關注度不
斷提高，中國海事司法的國際影響力不斷上
升。

建國際海事司法中心增公信力
2016年是國際海事司法中心建設元年。建設
國際海事司法中心的關鍵在於提高中國海事司
法的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以公開促公正，以
公正樹公信是中國海事司法的必然選擇。
《法治藍皮書》指出，2016年度，國際社會
對中國海事案例、海事法院網站的關注度不斷
提高，中國海事司法的國際影響力不斷上升。
「加百利」案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首個由最高人
民法院分管院領導擔任審判長、庭審直播並當
庭宣判的海事案件，受到了各界的廣泛關注。
在該案的審理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真落實

司法公開的各項要求，起到了很好的引領和示
範作用。
《法治藍皮書》發現，以往評估中發現的公
開質量不高、刷屏現象嚴重、回覆不夠及時等
問題繼續存在。從四次評估結果來看，海事法
院網站兩級分化格局初露端倪。部分海事法院
司法公開意識不強、重視程度不夠，網站建設
停滯不前，排名連續多年落後。
《法治藍皮書》認為，海事司法公開永遠在
路上，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隨着法院的
重視，制度的完善，人員、資金和機制的到
位，海事司法公開的前景比較樂觀，甚至有可
能成為中國司法公開的先行者、試驗田、排頭
兵。
《法治藍皮書》表示， 2017 年度的中國海
事司法透明度將更加關注司法公開的質量和深
度。項目組將為每家海事法院建立透明度檔
案，如實記錄海事法院司法公開的狀況和水
平。信息公開的質量、數量、時間等均會影響
海事法院司法透明度評估的最終得分。

藍皮書建議盡快出台外國投資法

此外，報告指出，2016 年，中國職務犯
罪的增量在明顯下降。報告分析，2015 年
11 月 1 日生效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對
貪污賄賂犯罪的定罪及量刑作了重大調
整，兩高於 2016 年 4 月 18 日聯合發佈了
《關於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
干問題的解釋》，將貪污罪、受賄罪起點
數額提高到3萬元（人民幣，下同），明確
貪污罪、受賄罪死刑、死緩及終身監禁的
適用原則等。
根據中國最高檢網站消息，日前，最高
人民檢察院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王松
苗介紹，2016 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查辦
職務犯罪案件 35,397 件 47,650 人，立案人
數同比下降12.2%。但是立案人數的下降並
不代表檢察機關辦案力度的減弱。數據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立案標準發生了變化。

他介紹，根據兩高司法解釋將貪污罪、
受賄罪數額較大的起刑點由5,000元上調至
3萬元。而過去3萬元以下的案件佔到反貪
辦案總量的 20%左右。因此可以說去年職
務犯罪立案數的波動是在正常範圍之內。
就職務犯罪的審判來說，上述法治藍皮
書顯示，2016 年，新增立案偵查的省部級
以上官員20餘人，與2015年的40人相比下
降了 50%。但是，2016 年是大案要案審判
最密集的一年，全國共有 35 名省部級及以
上官員接受審判獲刑，且無一例外全部被
指受賄。
對於職務犯罪涉及的領域，這份報告分
析，2016 年中國職務犯罪的重點領域集中
在工程建設領域、涉農惠民領域、國企管
理領域、行政審批和執法監管領域等。
報告舉例，在工程建設領域方面，除物
資採購、資金撥付、招投標等關鍵環節
外，項目的立項審批、土地出讓、徵地補
償、移民拆遷等也都是滋生貪污賄賂犯罪
的高風險點。

中國首發手機動漫國際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證券網報道，中國文
化部 20 日召開 2017 年第一場新聞發佈會，發
佈會上，中國主導制定的手機（移動終端）
動漫標準發佈，該標準正式成為中國文化領
域首個國際技術標準。
中國文化部部長助理于群表示，由中國主
導的手機（移動終端）動漫標準於 2017 年 3

月 16 日，正式發佈成為國際標準，由此成為
中國文化領域的第一個國際技術標準。于群
表示，這是文化領域的中國科技、中國標準
走向世界的重要標誌，在國際電信聯盟和國
際「互聯網+文化」的領域中發出了中國的
聲音，為全球手機動漫產業提供了中國標
準。

于群說，「該標準的制定和在國際上推廣
應用，有利於我國探索標準先行的文化走出
去模式，將提高我國手機動漫產業在國際上
的核心競爭力，擴大我國手機動漫運營平台
的國際影響力。有利於積極參與國際產業分
工與合作，為全球手機動漫產業發展提供中
國智慧、中國答案，作出中國貢獻。」

香港成立候任特首辦公室確保交接
■丁葉燕薇 20 日起出任香
港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
長。
香港政府新聞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的選舉，將於3月26日舉行，屆時由1,194名委
員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行政長官。本月20 日，港府
宣佈，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已經成立，辦公室會在第
五任行政長官當選後正式開始運作，至今年 6 月 30 日
結束，確保兩屆特區政府順利交接。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經過2個月的籌備，候任
行政長官辦公室現已準備投入服務。候任行政長官辦
公室設有 5 名首長級人員和超過 20 名非首長級人員。

目前，特區政府已調派公務員出任其中 4 個首長級職
位，包括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候任行政長官
的私人秘書、副私人秘書及新聞秘書。
原香港郵政署長丁葉燕薇 20日起出任候任行政長官
辦公室秘書長。據介紹，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將會協
助候任行政長官進行幾方面工作：包括組建新一屆特
區政府的政治領導團隊；在其競選承諾的基礎上，籌
備制訂新特區政府的施政計劃；與現屆特區政府做好
交接安排；廣泛聯繫社會各界，出席各類活動等。

環保督查全覆蓋31省區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2017
年年會 19 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出席論
壇並表示，今年中央環境保護督查將實現 31 個省區市全
覆蓋。
陳吉寧表示，2016 年中國各級環保部門下達的行政處
罰決定達12.4萬餘份，罰款66.3億元人民幣，同比分別增
長28%和56%。
陳吉寧指出，中國官方正推動企業信息公開，按季度向
社會公佈嚴重超標的國家重點監控企業名單，開展環境損
害賠償相關工作，讓污染的企業付出更高的違法代價。
此前，中央環境保護督查已在中國 16 地開展，問責
6,400 多人。陳吉寧透露，上述督查將在今年實現中國 31
個省區市全覆蓋。
陳吉寧認為，環保不是發展的包袱，好的環境政策是推
動經濟轉型升級、提升城鄉發展水平、提高發展質量和效
益的重要抓手。

中國三軍儀仗隊亮相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將在 3 月 23 日「巴基斯
坦日」舉行盛大閱兵典禮、飛行表
演和花車遊行等活動。應巴基斯坦
陸軍參謀長巴傑瓦上將邀請，中國
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首次派方隊

參加閱兵式。據悉，為參加本次閱
兵活動，中國三軍儀仗隊專門成立
了由90人組成、72人正式受閱的方
隊。圖為中國三軍儀仗隊 19 日進行
綵排。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證券時報網報道，由中
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聯合發佈2017年《法治藍皮書》指
出，應加強頂層設計，盡快出台《外國投
資法》。
該藍皮書指出，《外國投資法》應為外
資准入管理的基礎性法律，法律除了繼承
現有三資企業法的備案管理制度外，應當
明確規定外國投資者和外國投資概念、准
入管理、信息報告、投資促進和投資保護
等基本制度，並強化違反法律的處罰措
施，從而起到保護、規範外資准入管理行
為的作用。
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副研究員黃晉
指出，《外國投資法》建議草案徵求意見
稿已經公佈 2 年多，但是這部法律直到現
在仍然沒有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
議，這部法律沒有出台，其實已經影響到
整個在基本外商投資規範的法律方面的一
個內容、制度建設。
黃晉還說，下一步需要盡快出台外國投
資領域的基本法——《外國投資法》，將
外國投資者的一些概念、一些重要的准入
管理的問題納入法律的調整範圍內。

新聞速遞
北京冬奧組委 20 日發佈公
告，首次面向全球招聘工作人
員。本次招聘有 21 個工作崗
位，共22名工作人員，其中10
個工作崗位，共11名工作人員
面向全球招聘，涉及規劃建
設、場館管理、市場開發、媒
體、財務、法律和外語等。
■新華社
「中國（海南）青少年航天
強國夢」主題展覽活動20日在
海南文昌國際航天城航天主題
樂園開幕。神舟十號飛船返回
艙、航天員艙內服、艙外服等
多種航天實物展品亮相，與觀
眾見面。這是海南首次舉辦的
大型航天科普專業展覽。
■中新社

秘魯連日暴雨和泥石流，一
間位於秘魯首都利馬近郊的
HUACHIPA 區，主要生產編
織袋的華人工廠瞬間變成泥
潭，工廠佔地 2,500 平方米，
預計損失達70多萬美元。
■《今日中國》
山東濟南「天下第一泉」趵
突泉地下水位 20 日降至 28.14
米，一個月暴跌33厘米後，趵
突泉今年首次失守 28.15 米的
黃色警戒線。據專家分析，3
月份是泉水水位大幅下降的月
份，目前來看，水位下降幅度
在正常範圍內，保泉形勢好於
去年。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