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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从何而来？】 15年来的首次修改
让这部《立法法》备受关注。若得以通过，一纸
“红头”行天下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公民权利
也将会在立法源头上得到基本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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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更多关注提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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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强 李金红

【人命关天事故背后的检察“利剑”】 2014
年，最高检直接介入组织查办4起特大责任事
故案，挂牌督办4起重大责任事故案……剑指
人命关天事故背后的职务犯罪。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徐明建议

建立检察机关督促纠正行政违法行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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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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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

者张灿灿" !某市监察局设有

行政投诉中心"

!

年来共接到投

诉行政部门不作为# 乱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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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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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全国人大代

表&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徐明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行

政执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徇私枉法

等问题仍然严重$建议建立检察

机关督促纠正行政违法行为制

度"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

徐明介绍" 督促纠正行政

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 是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司法体制

改革的一项制度安排" 对促进

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 营造良

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检察机关

开展督促履行职责的范围 &方

式和程序不尽一致" 需要进一

步统一规范$%徐明指出$

!四中全会确定的检察机

关督促纠正对象是在履行法律

监督职能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

为$所以"对于行政相对人向检

察机关单纯申请对行政行为的

监督 " 不宜作为案件来源途

径$%徐明建议明确案件来源渠

道为两种途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向检察机关举报国家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犯罪" 经调查

不构成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 (

检察机关依职权自行发现的行

政违法行为$

!监督范围应以保护国家

利益和公共利益" 充分保障人

权为考量$%徐明表示 "如国有

资产保护&环境保护&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等领域的行政机关违

法不作为或滥作为" 或违法限

制&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

都应当纳入监督范围$ 而对于

一般的&轻微的行政违法行为"

如果没有对行政相对人的实体

权利造成实质损害的" 一般应

不予监督$

在监督手段方面" 徐明建

议除督促起诉和提出检察建议

外"还可启动违法行为调查"向

相关行政机关调阅行政执法档

案&卷宗等材料"或向行政单位

和个人调查核实情况$

!这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改

革任务"应当循序渐进"先行开

展试点工作" 加强审查把关$%

徐明强调" 下级检察机关在提

出督促纠正的检察建议之前 "

应向上级检察机关请示" 监督

后上报备案"以提高监督质量"

防止检察权滥用" 审慎稳妥地

行使检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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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记者会#邀请姚明等
#

名全国政协委员#谈发挥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并答记者问$

姚明说%&我希望大家更多地去关注我们担任委员之后所做的事情'((提案质量和发出的声音#而不是过度在意过去做了什么$) 本报记者徐伯黎摄

“权力减法”莫忘“监督加法”

习近平总书记

"

日参加广西团审

议!在谈及简政放权

时强调!既要放也要

接 ! "自由落体 #不

行!该管的事没人管

了不行$这启示我们%简政放权

工作必须更加注重提升 "含金

量&!着力织密民主'监督网&!

确保"简&出实效("放&出活力)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

项! 取消评比达标表彰项

目
%$

项!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

认定事项
(&$

项**两会期

间!

%)*&

年度简政放权 '成绩

单#受到代表委员充分肯定)

简政放权!'减#只是方式!

并非目的)切实提升简政放权工

作的 '含金量#! 还需更多借助

'中国式民主#的制度平台!织密

公众对于这项改革的'监督网#!

进而实现改革与民意的良性互

动!以'简政#带动'善治#!让市

场和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

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

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 政府

简政放权的实践中! 也应当引入

更多民主监督!多措并举!确保放

权到位+权责明晰$政府工作报告

要求!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

任清单! 释放了简政放权将逐级

深入的新信号$ 相关部门也应确

保,监督网&不缺位(显实效-

坚持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政府在

简政放权中免于懈怠.用好制度

平台!创造更多条件让人民来监

督政府!才能避免出现,自由落

体&,明放暗不放&,重形式轻实

效&,监管和服务虚置&等问题-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

不治-织密,监督网&+筑牢法治

,篱笆&+遏制权力,越线&!方能

切实推动,权力本位&向,权利

本位&回归!切实推动政府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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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马永胜提出

取消贪污贿赂犯罪数额标准当审慎

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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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

者杨柳" !目前应保持贪污贿

赂罪起点数额标准基本稳定 "

仍由立法明确规定为
+)))

元"

同时增加相应犯罪情节的规

定" 重点打击国家工作人员吃

拿卡要的索贿行为$%全国人大

代表&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检

察长马永胜在审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时建议完善贪污

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

此前"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第
!$

条规定拟取消贪污受贿犯

罪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只由

立法规定概括数额和情节"具体

数额标准由司法解释确定+马永

胜认为"这相当于取消贪污贿赂

犯罪入罪数额标准"将会使刑事

打击面过度扩大"使现有反腐败

能力和司法资源难以承受+

!但如果提高数额标准"也

不符合中央始终保持惩治腐败

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

起打的要求+% 马永胜表示"从

反腐实践看"许多!老虎%"都是

由 !苍蝇% 逐步量变到质变而

成+!小腐败%不查"违背了对腐

败 !零容忍%!抓早抓小% 的理

念" 将会导致腐败难以从整体

上得到有效控制+

同时"刑法上对于贪污贿赂

犯罪的构成只规定了犯罪数额"

而没有规定犯罪情节"导致打击

行#受贿犯罪重点不明确+因此

马永胜建议"目前贪污贿赂罪起

点数额标准仍由立法明确规定

为
+)))

元" 同时增加相应犯罪

情节的规定"重点打击国家工作

人员吃拿卡要的索贿行为"重点

打击引诱#强迫#千方百计拉拢

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行为"

以弥补单纯数额规定之不足+

化肥农药造成的污染不容忽视
应当将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列为国家中

长期发展规划!国家应尽快制定减少化肥"农药使

用量的规定!制定和完善土地保育法律法规#在养

殖业饲料中控制重金属饮料的添加! 禁止重金属

和抗生素含量超标的有机肥用于农田$ 制定土壤

污染防治法!限制化肥和农药用量!规定被污染土

地的修复要求!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沃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许为钢代表

警惕农村土地流转“非粮化”倾向
%政府要粮&农民要钱&企业要效益'$目前!

一些工商资本大量进入农业! 由于种粮效益偏

低!农村流转后的土地种植蔬菜&林木&花卉及用

于养殖的比较多!还有一些用来搞生态农业或农

家乐的休闲观光农业!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老板下

乡%跑马圈地'现象!致使土地流转%非粮化'%非

农化'倾向加重$这种倾向!需要警惕和重视$

河南省开封市委书记吉炳伟代表

河南省宝丰县法院副院长朱正栩代表

修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

售烟酒!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毒害未成

年人的图书&报刊((但是!对于违反这些规

定向未成年人出售相应物品行为的!国家法律

法规均没有具体罚则条文规定!也没有明确处

罚的执法主体$建议修改有关法律!明确执法

主体和罚则!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四川省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侯一平代表

高等教育法中不当表述应予修改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资格制

度!并且把%中国公民'作为担任高等学校教师

的一个条件$目前!我国高校中的教师有一些人

并非中国公民! 包括一些外教和千人计划以及

其他引进人才$按照这一法律规定!这些非中国

公民教师不具备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法律对高

等学校教师必须是中国公民的规定需要修改$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袁仁国代表

!本报记者党小学文
$

图"

以法促进白酒产业健康发展
现在白酒的准入门槛很低!很多小酒厂不

注重产品质量!也不注重环保!给生产地造成

污染#还有一些白酒小作坊偷税漏税!违法违

规经营$建议加大白酒立法!促进白酒行业科

学健康持续发展$同时!还应加大立法确保白

酒的产品质量!确保人们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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