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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三审民法总则（草
案）。在此前的审议中，“6岁
的孩子，到底能不能打酱油”
就是关注的焦点。昨日，在分
组审议时，不少常委会组成委
员再次聚焦此条规定。此外，
特别法人的分类以及三审稿
新增的“好人条款”都是审议
现场关注的焦点。

相较于二审稿，三审稿的
一大亮点就是增加了“好人条
款”。草案规定，实施紧急救
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
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
民事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范海涛认
为，草案中的“重大过失”在实
际生活中不好界定，比如老人
倒了敢不敢扶？扶了的话，老
人出现了“损害”就要承担民
事责任？他建议，删去“重大
过失”这句话，鼓励、引导更多
的人传递正能量。

此外，“6岁的孩子，到底
能不能打酱油”，也是审议现
场关注的焦点。民法总则（草
案）第十八条规定，6周岁以
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行使纯获
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
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
律行为。

对此，苏泽林委员在审议
时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
龄从10周岁降到6周岁，这
是大家讨论最多的。“儿童的
认知能力在增强，但从10岁
降到6周岁没有充足的理由，
说服不了人，建议拿一个折衷
意见”。

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年龄标准，会带来怎样的影
响？全国人大代表吴青说，这
一重大的调整将带来什么样的
社会影响，还需要做评估，“暂
时还没有看到相关教育学、儿
童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长期
观察与充分论证，或者司法实
践中的一些案例支持，确实可
以证明6周岁儿童具有与其年
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能力。”她
认为，既然没有这些作为基础，
建议从严谨审慎的角度出发，
最好还是保留原来民法通则的
规定，以10周岁为好。

不过，也有委员赞成民法
总则的这一修改。

本报讯 能让持有者参与
郑州明年的土地“招拍挂”，首
批折合6100多亩土地份额的
复垦券在昨日举行的拍卖会
上激起了竞拍者的热情：一亩
不剩，全以“封顶价”拍出。

12月20日，我省首批宅
基地复垦券拍卖会在郑州举
行，6100多亩宅基地复垦券
全部以每亩30万元的“封顶
价”拍出。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翁杰明出席并为易地搬
迁群众代表发放了增值收益
金，向拍得复垦券的房地产企
业代表颁发了复垦券成交确
认书。

据了解，宅基地复垦券，
是指在符合条件的易地搬迁
贫困县，农村宅基地及其他农
村集体建设用地，在拆旧复垦
为耕地后，扣除自身安置用地
后节余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
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宅基地复垦券在全
省公开拍卖，是我省落实国家
易地扶贫搬迁部署，用足用活
国家土地政策，大力支持扶贫
攻坚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按照政策设计，全省新增建设
用地需要办理农转用手续的，
可以使用复垦券，我省8个中

心城市（郑州、开封、洛阳、平
顶山、安阳、新乡、焦作、南阳）
也可以使用复垦券。

在昨日进行的拍卖活动
中，共有244家房地产企业报
名参加竞拍活动，最后105家
房地产企业将6148.59 亩宅
基地复垦券全部以“封顶价”
每亩30万元买走。拍卖所得
将全部返还贫困县，部分增值
收益经核算后将直接打入易
地搬迁群众一卡通账户内。

据介绍，宅基地复垦券公
开竞价交易使农民土地权益
实现最大化，激活了农村生产
要素市场，为群众搬迁与脱贫
提供更强大的资金保障；能够
增强农民耕地保护意识，自觉
地将搬迁后的宅基地复垦为
耕地，精准到户地实现了以城
带乡、以工哺农，推进城乡统
筹协调发展；能够增加中心城
市土地供给，平抑房价，提升
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

民法总则（草案）三审：

见义勇为非“重大过失”
不担责，如何界定？
□记者 侯梦菲 北京报道

河南首批
宅基地复垦券热卖
6100多亩复垦券全部以“封顶价”拍出

□记者 陈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20日联合发布《关
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进一步明确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的法律标准，统一执法尺度。

据了解，这份意见共7个部
分、36条。其中明确规定，利用
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 3000 元以
上、3 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上
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
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
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
大”。两年内多次实施电信网
络诈骗未经处理，诈骗数额累

计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定罪
处罚。

意见提出，电信网络诈骗数
额达到相应标准之后，具有造成
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
者精神失常等 10项情形之一
的，即可酌重处罚。

意见规定，对于诈骗数额难
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
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
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发送诈
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或者拨打
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在互
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页面浏览
量累计五千次以上的。

对电信诈骗犯罪予以有效
打击和遏制，必须全方位全链
条打击。对此，这份意见对电
信网络诈骗引发、诱发的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扰乱无线电通
讯管理秩序，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犯罪所得收益等上下游关
联犯罪一并做出了规定，实现
对此类犯罪的全链条打击。其
中，意见列举了帮助转取款、提
供银行卡等为电信网络诈骗活
动提供帮助的八种主要行为方
式，并明确规定明知他人实施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实施这八
种行为的，以诈骗共同犯罪论
处。 综合新华社消息

“两院一部”联合发文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发布诈骗信息超5000条
以诈骗罪定罪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为明年“三农”工作主线

改革要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
核心提示 | 20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了2017年“三农”工作的主线——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项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什么重要意义？当前急需破解的新老“三
农”难题何在？改革的重点任务有哪些？记者采访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关系农业长远发展。明
年的重点任务是什么？韩长
赋介绍了五项重点。

调整农业结构。明
年将继续调减玉米，引导
生猪养殖向玉米主产区、
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
建设优质奶源基地，逐步
减少近海养殖，加快发展
地方特色产业。

推进绿色发展。深
入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
零增长行动，全面推进农
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抓
好农业资源环境突出问
题治理，加快建立以绿色
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
机制。

推进创新驱动。围
绕解决农业发展重大瓶
颈制约，集中力量组织开
展重大科研攻关，尽快形
成一批“一体化”农业科
技综合解决方案。

推进农村改革。加
快推进承包地确权登记
颁证，扩大农村集体资产
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加快
培育新主体、发展适度规
模经营，深化农垦体制机
制改革。

稳定粮食生产。启
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
要农产品保护区建设，继
续加大旱涝保收高标准
农田建设，推动整合耕地
建设投入，落实好粮食安
全省长责任制。

据新华社

“当前贯彻落实稳中求进，
就是要在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供给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韩长赋
开宗明义地说。

他解释道，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是整个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一环，要求从生产
端、供给侧发力，把增加绿色优
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
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从整体上提高农业
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我国农产品供给大路货
多，优质的、品牌的还不多，与城
乡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要
求不相适应。”韩长赋说，农业迫
切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
调优产品结构、调精品质结构、
调高产业结构，促进农产品供给
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

注重“质”的需求转变。
他表示，我国农业受“两块

板”“两道箍”束缚明显：
农业生产面临成本“地板”

和价格“天花板”这“两块板”的
双向挤压，农民费时费力生产
出来的产品却卖不上价，农民
持续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

农业资源长期透支、过度
开发，资源、环境两道“紧箍咒”
越绷越紧，拼资源拼投入的传
统老路难以为继。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调
整。”他说，“既要调整结构、调
整布局，又要转变方式、创新
机制；既突出发展生产力，又
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是破解
当前农业供需结构失衡的必
然选择，又是提高农业综合效
益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
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韩
长赋说，是要从产业和体制方
面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
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他提出要优化三
个方面的结构：

优化产品结构和品质结
构，推进质量兴农，为消费者提
供更加优质安全的农产品，满
足多层次、高质量、个性化需
求；

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
推动资源要素优化重组，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农业功能拓展，促
进生产向优势区聚集；

优化技术结构和经营结构，
调整传统技术路径，大力发展节
本增效、优质安全、环境友好的

新技术新模式，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前三季度全国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5%，虽然
增幅总体仍高于城镇居民，但
较往年已经明显放缓，为近13
年来最低，2004年以来首次没
有高于GDP增幅。

对此，韩长赋强调，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关注农民、
依靠农民，让农民有活干、有钱
赚。重视推进产业扶贫，让贫
困人口同步进入小康。

“改得对不对，市场说了
算；改不改得动，农民说了算。”
他说，“要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有效提高农业综合效
益，稳定农业经营收入这个农
民收入的基本盘。”

“两块板”“两道箍”倒逼

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明年敲定五大任务

为何改革

如何改革

重点是啥

任
务

1

任
务

2

任
务

33

任
务

44

任
务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