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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医院一位普通医生进入章城市检察院&

这位青涩的年轻法医一步步成长为全国模范检察官
-

检

察院成立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 (劳模工作室#& 他

为章城市检察院赢来了荣誉& 同时也给检察院带来了

更大的压力' 如何守住得来不易的荣誉& 如何顶住多

方面的质疑& 这位年轻的法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追寻

蛛丝马迹& 再从蛛丝马迹中探寻真相& 做一名真相转

述者))

广告法实施20年首次修改

修改后广告法立足“管住假、制住乱”
!

本报记者 谢文英

自
!01$

年
2

月
1

日起 !广

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不得以介绍

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

医疗"药品等广告 #代言虚假广

告受行政处罚者三年内不得做

广告代言人#不满十周岁的未成

年人不能做广告代言人$$这

些规定出自新修改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在
!31$

年
%

月
!%

日下午! 以
1$!

票赞成"

,

票反

对"

,

票弃权!表决通过广告法修

订案草案'这是我国广告法实施

!"

年来首次修订'

发送电子信息*互联网

广告须设定"拒绝接收+模式

(互联网广告一键关闭 )的

规定! 回应了广大网民的期待!

也填补了现行广告法的空白'很

多网民都受到过网络弹窗广告

的骚扰!在审议广告法修订案草

案过程中!有十余位常委会组成

人员表示!网络和电信已成为广

告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公共媒介!

建议对互联网等新媒体广告作

出规范'

修改后的广告法吸收了常

委会组成人员的建议!对电子信

息" 互联网广告等作出限制'规

定在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

的情况下 ! 广告主不得向其住

宅"交通工具等发送任何形式的

广告' 以电子信息发送广告的!

应当注明发送者的真实身份和

联系方式!并提供拒绝继续接收

此类信息的方式 '否则 !广告主

将被处以
$"""

元以上
4

万元以

下的罚款'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

鄂湘在审议中提出!(确保一键关

闭)的规定还不够严格!建议对违

反本规定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

责任'

修改后的广告法吸收了这条

建议!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广告!

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 确保一键

关闭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对广告主处
$"""

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

广告法修改过程中! 全国人

大代表余天亮等多位常委会会议

组成人员提出互联网新业态形式

下的广告监管问题'比如!第三方

平台的微信微商! 随公众订阅号

而来的商家! 他们往往既是广告

主又是广告制作方! 同时还是广

告发布者!如何监管*如何执法*

此次广告法修改没有具体

回应上述问题! 但是强化了公众

参与!加强了社会监督'修改后的

广告法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有权投诉+ 举报违反广告法的行

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

门应当在收到投诉后
5

个工作日

内予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发布虚假广告者除面

临高额罚款&还可能被吊销

营业执照

(国际最先进诊疗技术 )

(一次性根除病症) (为众多患

者圆了孕育之梦 ! 成功率达

267

) ,,溢美之词罗列的医疗

机构广告往往极具诱惑力 ! 而

患者慕名前往 ! 之后才发现上

当受骗了'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

局长甘霖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透露! 自
!""5

年至
!"1%

年!我

国共查处
45

万件虚假违法广告

案件!其中虚假医疗广告已成为

虚假广告的重灾区'

修改后的广告法总结实践

经验!明确界定 (以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

的)构成虚假广告 !法律同时列

举了虚假广告的
%

种情形'

虚假广告问题之所以最为公

众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

些明星利用其公众人物身份虚假

代言! 对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未

接受过的服务进行推荐"证明'或

者夸大其词宣传某产品的效果!

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这无疑

应该得到治理与规范'

修改后的广告法作出回应!

规定广告代言人应当依据事实对

商品"服务进行推荐和证明!凡因

代言虚假广告受到行政处罚未满

三年的!不得再做广告代言人'

当然 !虚假广告泛滥 !不能

把板子都打在明星代言人身上'

虚假广告充斥广播"电视等传播

媒介! 正是利用公众对广播"电

视的信任和受众面大的有利条

件!夸大甚至捏造宣传广告产品

功能与效果!对受众狂轰滥炸'

针对这种现象!修改后的广

告法强调了媒体责任!规定广播

电台"电视台 "报刊音像出版单

位" 互联网等不得以介绍健康"

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

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

形式变相发布广告 !等等 '对于

违反上述规定的新闻出版广告

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对负

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处分! 情节严重的!可

以暂停媒体的广告发布业务'凡

未依法作出处理的!负有责任的

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将被

依法给予处分'

对烟草广告作出更严限制

(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

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 "户外

公布烟草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

发送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 ')修

改后的广告法对烟草广告作出

更严限制'

烟草广告是广告法修订中

备受关注的问题 ' 在修法过程

中!一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

(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卫生部前

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竺在审议中说!大量科学研究

已经完全证实 ! 烟草是引致癌

症"心血管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

病等最主要的原因!全国人大常

委会在关涉人民群众健康的问

题上必须态度明确"立场坚定'

从修订草案一审稿 " 二审

稿 " 三审稿和表决稿中不难看

到!有关烟草广告的条款每次都

有调整!比如(公共交通工具"户

外发布)等禁止发布烟草广告的

形式!以及 (禁止向未成年人发

送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 ) 的内

容!都是在表决稿中出现的'

修改后的广告法没有(全面

禁止 )烟草广告 !但是与现行广

告法相比!明显是对烟草广告作

出了更严格的限制'现行广告法

仅禁止了利用广播"电视"电影"

报纸 "期刊等
$

种媒介 !以及等

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

赛场馆等
%

类公共场所设置发

布烟草广告'

对修改后广告法中提到的

(公共场所)(大众传播媒介 )究

竟如何理解 *甘霖表示 !对于具

体的法律适用问题!工商部门会

在监管执法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对烟草广告的管理办法!在具体

执法中进一步严管烟草广告'

市政行业待遇该提高了
!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市政公共设

施管理处第二道排养护管理所水道三组组长 王润梅

我工作单位的名称特别长!简单

说!我就是清理下水道的市政工人"

提起下水道!人们可能在下雨时候才

会想到它!担心它不畅通造成城市积

水"或许看到路边的井盖丢失#下水道堵塞溢水的时候!人们才会注

意到我们工作的身影"的确!市政工人的工作太平凡"

不受关注不等于这份工作不重要"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龙应台也曾经说过&验证一个国家和城市是

否发达!一场雨足矣"随着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地下管道的使用量

越来越大!这对原本并不宽大的管道来说肯定'吃不消("清淤工作并

不是拿个工具掏一掏那样简单!有些管道里长了树根!有的在施工中

被灌上水泥了!尤其是冬天!井盖被冻上是常有的事!不干这行真的

很难体会其中的困难"

记得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组长就说!咱们这个工作!领导不是

每天跟着!群众也不会太关注你干到什么程度!但是干这个活儿必须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不管别人看得到看不到!我每挖一个井就

要干净一个井"有一天下班!我看天不好就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到我

负责的地段等雨" 当时想的是反正下雨还得赶过来! 不如直接过去

等"后来!'人要走到雨前头(就成了一条工作要求"

从
16

岁入行到今天!在这个岗位上我工作了
!!

年"从一名普通

组员成长为带队的组长!一年
4,$

天!依然是没有一天休息日!依然

要到下水道清淤!依然是凭着良心完成每一项工作!荣誉也一个接一

个地跟着来了"我们组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的荣誉!我也获得了山

西省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被选为山西省和太原市

的党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事实说明!再普通平凡的工作!只

要用心去做!还是会有人看到的"

第一年当代表!我还不熟悉情况!不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渐有

了自己的思考"我独立完成的第一份建议!写的是建立社区养老服务站

的内容"无论从新闻里看到的情况!还是与同事间的闲聊中!我感觉到

国家在养老服务方面的缺口很大" 在太原市! 普通百姓的月薪基本在

!"""

元至
4"""

元之间!雇保姆经济负担会很重!可是靠儿女来照顾老

人!困难也很多!我周围的亲朋就反映!想尽孝都没有精力和时间"

我在建议中提到了完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我想!如果白天老人

们可以在社区吃上午饭!有日间照料!晚上再由家人照顾!这样的养

老服务费用也不会太高!大多数老百姓都能接受!而且老人们没有离

开他们的熟人圈子!心里也会比较舒服"

对基层代表来说!要完成一份建议其实有很多困难"比如!今年

我想对市政行业的待遇问题作个调研! 了解其他省市的市政工作是

如何考核的!工资待遇是怎样计算的"坦率地说!我们这个行业的职

工对工资待遇的意见挺大的"我们一个月上满
41

天!没有一个休息

日!工资待遇却不高"但是!作为一份代表建议!不能只抱怨挣钱少!

要拿出让人信服的依据来!这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可是!我们的岗

位丁是丁卯是卯!想抽出时间到其他地方调研也不容易"不过我没有

放弃!今年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根据调研完成一份建议"

今年是我第二次旁听全国人大常委会! 去年来旁听也是在
%

月

份"听老代表们讲!前几年!基层代表列席常委会的机会非常难得!这

些年才增加了名额" 我很庆幸自己获得了两次机会" 通过旁听常委

会!我了解到一部法律是如何出台的!审议法律草案的时候!常委会

组成人员讨论很激烈!也很踊跃!而且提出很多问题是在替普通百姓

着想"比如这次会上!很多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对一揽子修改
!,

部法律的做法提出质疑!尤其对药品价格法的修订草案!担心取消政

府指导价后会导致看病更贵"很多委员从确保法律质量的角度!建议

分类审议!分别表决"

这次常委会会议还审议了食品安全法# 广告法和证券法的修订

草案!我最关心的还是食品安全!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饮食安全"但

是!我个人感觉!这部法律执行起来确实难度很大"我是最普通的老

百姓!生活中不可能所有东西都在大超市买!难免会在家门口或者市

场上买东西"谁来保证卖东西的人都有健康证呢*有的摊贩也贴着健

康证!不过大家都明白!因为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办一个这样的证件"

当上人大代表之后! 我对这类社会问题不会再随便说偏激的话

了!因为我了解到!政府部门在实践中也做了大量工作!对法律的执

行!他们也有各种难处"我愿意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跟百姓解释!实践

中!我已经成为政府与百姓之间沟通的桥梁"$文字整理!谢文英%

现在! 在复述整个解剖的

过程后! 刘光第对一直认真倾

听的胡起凡说- (关键的关键

是死者和犯罪嫌疑人是父子关

系' 逆子杀父. 在当地造成了

非同一般的影响! 一些亲属甚

至到公安局请命要求严惩逆子'

我担心! 这会一定程度上影响

办案人员对案情的正确判断')

胡起凡明白刘光第一大早

给他打电话的缘由了! 逆子杀

父疑案无疑是他此前的新闻报

道中没出现过的! 确实可以做

一篇深度报道' 胡起凡对刘光

第的支持投去了感激的目光 !

但听到了刘光第似乎话里有话!

就问道- (刘哥! 你是说案件

或许还有别的进展方向*)

刘光第把目光投向窗外 !

答非所问说- (今年章城的龙

眼大丰收了') 停了停! 似自言

自语说 - (我只是有些怀疑 !

最终的鉴定意见还得下去调查

后才能佐证')

印着 (检察) 标志的车子

进入村子! 很快就围拢来一大

堆村民' 几乎无一例外! 大家

群情激愤地一致声讨周大海 !

要求严惩逆子'

一位与周来复年龄相当的

老人用力握着刘光第的手说 -

(公安同志! 你们一定要枪毙那

个不孝子. 打死父亲! 这还了

得* 嗨! 宠猪夯灶! 宠子不孝!

宠某吵闹' 我们村几百年来就

没出过这样的事! 丢我们全村

人的脸啊.)

陈子平向大家解释他们不

是公安! 是检察院的法医! 来

调查案子的情况'

(检察院* 法医* 公安不是

都把那个逆子抓起来了么! 你

们检察院还来调查什么*) 闻讯

出来的村主任也不解'

刘光第无法向大家解说心

中的疑惑! 只是让村主任向大

家解释这是例行的调查! 无非

是过一道程序' 他这么一解释!

围上来的群众对他们的敌意才

消散了! 调查方顺利地展开'

这时! 胡起凡觉得刘光第

不像是个法医! 倒像是一个做

群众思想工作的党务工作者 !

细致耐心! 他不仅详细询问当

时案件发生的几个目击证人 !

而且还到了案发现场! 试图还

原当时的情况' 很快! 在人们

的讲述和结合此前公安提供的

现场材料! 案情如录像回放般

在刘光第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5

月
!,

日一大早! 早已分

家单过的周大海下地干活! 走

到自家的龙眼树林时! 发现果

林里有一个人正在偷采已成熟

的龙眼' 于是! 他大喊一声冲

过去抓贼' 其实! 今年是龙眼

的大年! 成片成片的龙眼树都

挂满了丰硕的果实! 就是那房

前屋后没人管理随意栽种的龙

眼树也无一例外地果实累累 '

在章城农村! 谁家没有几棵龙

眼树! 谁又会去偷采别人的龙

眼呢 ! 自个的龙眼都吃不完 '

然而! 周大海还真在龙眼林里

抓到了贼! 这个贼居然是自己

的父亲周来复' 周大海不知说

什么好 ! 愣了一下说 - (爸 !

你做什啊* 大哥家还缺这几个

龙眼*)

其实! 周大海几兄弟早已

分家! 父亲跟着大哥过' 原来

几个龙眼没有什么的! 偏偏周

来复听儿子的话居然生气了 !

骂道- (我吃几个龙眼怎么了*

真是饲子是义务! 吃子看新妇

+儿媳妇/' 没良心的东西.)

(我怎么就没良心了*) 周

大海其实只是随口一说! 满树

的龙眼别说父亲吃几个! 就是

随便经过的路人吃几个也没什

么' 但父亲的斥责! 把他埋藏

在心底已久的火勾了起来' 他

把做活的工具往地上一扔! 对

斜眼撇嘴斥骂自己的父亲生气

道- (我没良心! 是谁偏心眼!

分家全向着大哥* 哼! 兄弟是

兄弟! 随人顾家己 0自己,' 你

这做父亲的摸摸良心再说话.)

周来复听到儿子竟敢这么

大声质问自己! 一时气得浑身

发抖! 叫道- (好! 好! 反了

天了 ! 我叫村主任来评评理 !

我哪里偏心了* 我哪里偏心了.

分勿会平! 打到二十九瞑 0除

夕夜/' 你这个不孝子.) 边说

着! 边捡起地上一根龙眼树枝

打儿子' 周大海一闪! 树枝落

了个空' 周来复更生气了! 叫

道- (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逆

子.)

一向性格比较鲁莽的周大

海! 躲闪中夺下父亲手上的树

枝! 而顺着惯性! 周来复摔倒

在地上'

事情在这个早晨因几个龙

眼父子间分家埋家的不快爆发

了' 父亲再次捡起树枝追打儿

子 ' 周大海的犟脾气上来了 !

跑了几步! 顺手捡起了一块石

头 ! 警告父亲说 - (你再来 !

再来我就不客气了.)

(啊呀! 你还想拿石头打我

啊*) 周来复气咻咻地叫着! 并

没有停止追击儿子的脚步! 边

吼道- (你有本事就砸! 我让

公安抓你这不孝子坐牢.)

姚雯
.

漫画

针对互联网弹窗广告!修改后的广告法规定'一键关闭("

$上接第五版%

对新出现的网络食品安全问

题! 常委会会议组成人员积极提

出对策' 全国人大代表陈世春认

为!按照法律要求!食品生产者是

第一责任人! 但是作为网络消费

者不知道生产经营者是谁! 而且

也很难追责'所以!这个首责应该

是网络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新法

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

进行实名登记'消费者合法权益

受损!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

生产者要求赔偿'第三方平台提

供者不能提供入网食品经营者

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的!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赔偿'

保健品乱象一直也被社会

广为关注'信春鹰委员在审议中

指出!名义上保健品不得宣称治

疗功能!但是实际上都隐含着治

疗信息'保健品实际上损害的都

是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有调研表

明!领退休金的群体最容易上保

健品的当 '新法规定 -保健食品

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

防+治疗功能!内容应当真实!与

注册或备案的内容一致!载明适

宜人群+不适宜人群 +功效成分

或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

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严惩重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治乱需重典!眼下关于食品

安全的热点社会事件仍是不绝

于耳!那么 !新食品安全法是如

何体现重典治乱这个理念的呢*

在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

黄薇表示!新食品安全法通过法

律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加大违法

者的违法成本!加大对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一些违法者往往不怕罚!但

是怕关!怕被抓')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滕佳材表

示! 新法更好地体现了严惩重处

原则!对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经

营病死畜禽+违法使用剧毒+高毒

农药等屡禁不止的严重违法行

为!增加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全国人大代表陈泽民认为!

此次修改食品安全法!建立了最

严格的全过程监管制度!建立了

最严格的各方的法律责任制度!

而且对生产经营企业有了最严

厉的处罚制度!对失职渎职的地

方政府官员和监督部门也实行

了最严肃地问责!对一些检验检

测部门也实行了最严厉的追责

制度'

滕佳材具体介绍了新法体

现严惩重处原则的几个方面'

强化了食品安全刑事责任

的追究'新法规定 !对非法添加

化学物质 + 经营病死畜禽等行

为!如果涉嫌犯罪 !直接由公安

部门进行侦查! 追究刑事责任'

对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

食品生产经营的管理工作'

大幅度提高了行政罚款的

额度'新法对违法行为处罚的额

度大幅度提高 '比如 !对生产经

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营

养成分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婴幼

儿配方乳粉等违法行为!现行食

品安全法规定!最高可以处罚货

值金额
1"

倍的罚款! 新法提高

到
4"

倍'

对重复的违法行为增设了

处罚的规定 '针对多次 +重复被

罚而不改正的问题!新法增设了

新的法律责任!要求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对在一年内累计三次因

违法受到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

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给予责令停

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的处罚'

对非法提供场所的行为增

设了处罚 ' 新法规定 ! 对明知

从事无证生产经营或者从事非

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违法行为!

仍然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的

行为 !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进

行处罚'

强化了民事法律责任的追

究 ' 新法增设了消费者赔偿首

负责任制 ! 要求食品生产和经

营者接到消费者的赔偿请求以

后 ! 应该实行首负责任制 ! 先

行赔付 ! 不得推诿 ' 完善惩罚

性的赔偿制度 ! 在现行的食品

安全法实行
1"

倍价款惩罚性的

赔偿基础上 ! 又增设了消费者

可以要求支付损失
4

倍赔偿金

的惩罚性赔偿 ' 强化民事连带

责任 ! 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

供者未能履行法定义务 + 食品

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 +

认证机构出具虚假的论证结论!

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食品安全关系民众切身利

益! 如何严格严厉都不为过'在

采访中 !一些专家指出 !新食品

安全法虽被称为史上最严!但法

规条款之 (严 )如何落实到执法

层面!还需作出不懈努力'

童星代言广告受限制
全国人大代表 + 中央电视

台综艺频道节目主持人张泽群

提出! 长期在中央电视台工作!

目睹了太多童星因为过早参加

商业活动 ! 因过多的光环和利

益的束缚扭曲成长路径而失败

的例子 ' 同时 ! 未成年人参与

商业活动 ! 还对其他未成年人

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 ! 影响很

不好'

修改后的广告法规定 ! 不

得利用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

作为广告代言人"

保健品广告管得更严
工商总局

!"1$

年
%

月
1!

日发布的%

!"1%

年全国工商和市

场监管部门受理消费者咨询投

诉举报情况报告&显示-

!"1%

年!

全国工商机关受理老年人投诉

保健品
!-"1

万件'其中涉及虚假

广告宣传和质量问题的!占投诉

的
46-4!

'

修改后的广告法规定!保健

食品广告不得表示功效# 安全性

的断言或者保证) 不得涉及疾病

预防#治疗功能)不得声称或者暗

示广告商品为保障健康所必需"

保健食品广告应当显著标明 '本

品不能代替药物("

规范广告促进母乳喂养
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1%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
"

至
,

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为

!5-67

! 其中农村为
4"-47

! 城市

仅为
1$-67

! 远低于国际平均水

平
467

' 而
1226

年时! 中国的

这个数值还是
,57

' 实际上! 此

前国家也提倡母乳喂养! 并出台

%母乳代用品管理办法& 等相关

规定!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修改后的广告法规定-禁止

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

发布声称全部或者部分替代母

乳的婴儿乳制品#饮料和其他食

品广告"

修改后的广告法还有哪些亮点
"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