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界代表建议加快精神病人犯罪管控法治化进程

一纸司法鉴定并不是“免责金牌”
□本报记者 郑 智

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不久，武汉
面馆砍头事件、南京宝马肇事案等精
神病人犯罪问题将公众舆论聚焦在
精神病人犯罪管控的议题上，也为平
安中国建设提出新的考验。在十二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多位法律界代
表直面社会治安顽疾，为推进精神病
管控法治化建言献策。

预防： 建立统一的精
神障碍患者信息库

“精神病人犯罪一直是严重威胁
社会治安的危险因素，如何做好事前
预防，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减少其
社会危害性是我一直关注和调研的
方向。”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分局大阳
沟派出所所长郑尚伦代表给记者拿

出他从 2015年开始调研的资料。
“长期以来，由于一些家属不愿

配合、 没有及时诊断评估以及信息
没有共享等问题， 客观地造成了精
神病人尤其是重性精神病人的 ‘底
数不清、情况不明’，给相关部门排
查以及管控工作带来了被动。”针对
这一现实问题， 郑尚伦建议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建立精神卫生工作信息共享机制 ，
牵头建立全国统一的精神障碍患者
信息库，实现信息同民政、公安等部

门互联互通、交流共享。
“全社会要消除歧视，要认识到

精神疾病患者是弱势群体， 应给予
患者足够的人文关怀， 对他们多一
些尊重、关爱和善待。”湖南秦希燕
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 湖南省人民
政府参事秦希燕代表认为，在“家庭
为主、政府为辅”的管理模式之外，
要把精神病人的管理纳入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中，卫生、民政、公安等部

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 ,建立以社区
为依托的网络监控体系， 及早发现
精神病患者的发病征兆， 督促监护
人对其约束、治疗。加强对精神病人
群的管理登记， 对于精神病人肇事
实行责任倒查。

惩治 ： 提升司法鉴定
的科学性、真实性、公信力

一旦发生精神病人犯罪事件，舆
论焦点总是追问如何保证司法鉴定
的科学性、鉴定意见对最终量刑是否
产生影响等。对此，湖南省司法厅副厅
长傅莉娟代表认为，必须要规范司法
鉴定管理，提升司法鉴定的科学性、真
实性、让司法鉴定的公信力有保障。

秦希燕认为， 精神病司法鉴定
也并非唯一依据， 享有裁判权的法
院仍须依法结合案件事实、证据、情
节进行综合评判。

“对于已经涉嫌犯罪的精神病
人，要合理整治，集中羁押，配备完

善的医疗保障设施 。” 傅莉娟介绍
说， 现在湖南已经有一些地区建成
配备完善医疗条件的羁押场所 ，但
相对于实际存在的精神病人数量还
远远不够， 应该继续加强相关基础
设施和专业人员队伍建设。

保障 ： 设立精神障碍
患者专项救助基金

重性精神疾病社会危害大 ，医
治时间长且易复发， 造成很多患者
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中断治
疗， 最终导致一些有暴力倾向的精
神病患者不能及时被救治， 为社会
安全埋下隐患。

郑尚伦建议学习国际上的成功
经验，政府设立专项救助基金，对因
家庭贫困等原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
的一般精神障碍患者， 实行免费的
保护性救治，确保病情得到控制、不
恶化； 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要畅通
住院救治渠道，实行免费救治，对有
暴力倾向的要实行强制性救治 ，通
过完善的救助康复机制， 为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提供医疗康复保障 ，确
保对重性精神病人 “控得住、 不流
窜、不肇事”。

（本报北京 3 月 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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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
“案多人少” 情况普遍存在于司法机关，为

了缓解这一矛盾， 检察机关作出了不少探索和
尝试，以科技手段提高办案效率，以科学管理加
强对办案时间的合理分配， 这些都为司法工作
增添了一些便捷因素。但在办案中，司法人员还
是核心要素， 应继续加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
障，让司法人员获得他们应有的幸福感。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莫小峰代表

注重培养专业型技术型人才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河北来说，是一项重点

工作。如何更好地实现三地协同发展？人才是不
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
下，各个行业专业型、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显得尤
为重要。 要注重理论培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让
更多专业型、 技术型人才走上实际工作岗位，源
源不断地为社会发展注入强有力的新能量。

河北保定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梁伟建代表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东关街道东方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袁红梅代表

推进社工持证上岗工作
我自己扎根在社区、 在基层， 所以我非

常关注我们的社区工作。 近年来， 社区工作
在不断进步和完善， 如何推进社工持证上岗
工作， 还需要探索和研究。 社工是一支队伍、
一个工作领域， 必须不断提高专业水平， 这
也是我们对服务社区群众认真负责的最直接
体现。

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刘翔浩代表

甘肃省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冶炼厂焙烧车间物资计划员王镇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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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视频】“日本疫区牛肉”案揭秘：他三入零下 18 度冷库取证，挖出铁证！
日本和牛是一种名贵的食材，据说一份好的日本和牛的售价，一斤要上千元人民币。天价牛肉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秘密？有着怎样

的可怕犯罪？今天就让查办此案的检察官教你分辨那些来自疫区的牛肉。

【花式解读】河长制、海绵城市？正义君花式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新鲜词”
总理说的那些新鲜词都是啥意思？河长制、蓝天保卫战、居住属性、数字家庭、全域旅游、海绵城市……“正义小百科”来了，满满干货解读！

关爱校园暴力未成年被害人
对于校园暴力事件，不仅要加强对涉罪未

成年人的教育、引导，更要给未成年被害人以
关怀、关爱，发动更多力量从身心两方面对他
们进行帮助。校园暴力现象是我们都不想看到
的，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遗余力地教
育未成年人提高法治意识，让孩子们的成长环
境更加健康。

“阳光司法”要不断创新形式
近年来，司法机关大力推进“阳光司法”，广大

群众的满意度在不断提高。 一些群众关心的热点
案件信息及时公开，让司法工作更加透明。同时，
司法机关“两微一端”的逐渐普及，更是打开了一
扇通往群众心里的门。“阳光司法” 要不断创新形
式，给群众更多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机会。

（本报记者曹烨琼文/图）

3 月 6 日下午，吉林代表团举行团组开放日活动，6 名新华小记者也来到现场加入采访队伍。小记者们关注的问题多多，有民生、环保、反腐、教育、文化等
等，都得到了代表们的积极回应。采访结束后，全国人大代表李彦群与小记者们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程丁摄

贵州省检察院检察长袁本朴代表建议

加强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保障和使用管理
本报北京 3 月 6 日电（记者郑

智） “随着检察机关履职任务加
重， 司法改革、 检察改革进一步深
化， 对检察经费保障的需求进一步
加大。”3 月 6 日，全国人大代表、贵
州省检察院检察长袁本朴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建议， 检察机关经费
保障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经费分
配规范性、公开性有待提升；取消办
案费和装备费的比例， 以更好地适
应基层实际需要。

袁本朴指出， 中央政法转移支
付资金用于市县级装备建设和办案

（业务） 经费支出， 有力夯实了检
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物质基础 。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律法规修
订， 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在使用
和管理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经
费保障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 自
2012 年以来 ， 全国检察机关中央
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一直维持在 54
亿元的规模 ， 没有逐年增加 ， 难
以适应检察机关履职任务加重 ，
司法改革 、 检察改革进一步深化
对检察经费保障的需求 。 特别是
西藏新疆地区 、 中西部经济困难

地区， 财力弱、 任务重， 基层检察
院需要更多经费支持。 二是经费分
配规范性、 公开性有待提升。 由于
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一般在年中
下达， 检察机关很难将其纳入年初
预算管理， 部分市、 县级财政部门
用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抵顶本级预
算， 出现 “上进下退” 的问题， 缺
乏有效监督。 同时， 对于目前采用
的 “因素分配法”， 需要进一步提
高这些 “因素 ” 的合理性 、 公开
性。 三是各地普遍要求取消办案费
和装备费的比例， 以更好地适应基

层实际需要。
为此，袁本朴建议，要继续增加

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加大对西
藏、 新疆和中西部经济困难地区基
层检察院的支持力度。 在使用管理
上， 不再规定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
金中装备费具体比例。 经过一段时
间的投入， 检察机关装备条件已有
较大改善， 而随着办案力度不断加
大，与装备经费相比较，当前办案经
费需求更加突出。 建议由基层检察
院灵活使用转移支付资金， 便于工
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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