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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27日电 北
京时间 10 月 27 日 11 时 30 分许，探
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
飞抵距月球 6 万公里附近，进入月
球引力影响球，开始月球近旁转向
飞行。预计经过 32 小时飞行后，
将离开月球影响球，进入月地转移
轨道，返回地球。

飞行试验器于 10 月 24 日 2 时
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进入近地点高度约 209 公里、
远地点高度约 41 万公里的月地转
移轨道。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科技人员的精确控制下，试验器
成功实施 2 次轨道修正，顺利飞抵
月球引力影响球。在月球引力作
用下，试验器轨道倾角发生自主变
化，环绕月球进行转向飞行。

目前，试验器状态良好，器载
设备工作正常。

据新华社伦敦 10月 26日电
英国广播公司（BBC）近日在其官
网刊文报道说，香港的“占中”行
动并非自发产生，境外势力早在
两年前就参与密谋“占领”计划，
并对香港示威参与者进行“特殊
培训”，受训者数量可能超过 1000
人。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栏
目首席记者劳拉·金斯贝格尔在
该公司官网发文报道说，来自世
界多地的人员参与策划组织了香
港“占中”事件。

报道说，近期，世界多地所谓
“人权活动人士”在挪威奥斯陆召开
“奥斯陆自由论坛”，称其为世界最
大的“人权活动人士”的集会之一。

报道称，香港的“占中”示威
活动远非自发出现，有关计划早
在近两年前就已经秘密策划好，
在“奥斯陆自由论坛”上，这是一
个“公开的秘密”。

文章指出，早在 2013 年 1 月，
策划组织者就准备好一个动员 1
万人上街去占领香港市中心道路
的计划。

12月4日拟设为国家宪法日

10 月 27 日，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
定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
会议审议。草案将 12 月 4 日设定为国家宪
法日。

决定草案指出，设定国家宪法日是为了
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
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草案
将现行宪法公布施行的日期，即 12 月 4 日设
定为国家宪法日；每年 12 月 4 日，国家通过
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大修反腐刑罚条款

27 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首次提交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值得关注的是，此次
修正案草案对行贿犯罪加大了处罚力度，新
增了行贿犯罪条款，修改了贪污受贿犯罪的
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根据各方意见，
拟删去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五千、五万、
十万等具体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原则规定
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
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
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并保留适用
死刑。

草案从三方面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
罚力度，一是对多类行贿犯罪增设了罚金
刑；二是严格了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
三是增加了向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等关系
密切人员行贿的犯罪处罚规定，在打击行
贿的同时，约束领导干部身边人。

集资诈骗等9种犯罪可免死

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审议了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拟进一步减少适用集资诈骗罪、组
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等 9 项死刑罪名。

“这次取消的9个死刑罪名属于经济性非
暴力犯罪，对于这类犯罪少用、慎用死刑是大
势所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说。

反间谍法草案明确界定间谍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草案）》二
次审议稿对间谍行为作出了明确定义。

草案二次审议稿指出，本法所称间谍行
为，是指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
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机构、组织、
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
下列行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的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参加间谍
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
的；为间谍组织招募人员的；窃取、刺探、收
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为敌
人指示攻击目标的；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

拟建立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
案）》规定建立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和
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

在情报信息方面，草案规定建立国家反
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
机制，统筹有关情报信息工作。

（综合新华社电）

■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飞行试验器飞抵月球附近

实践十一号08星发射

英媒：香港“占中”非自发
接受境外“特训”者可能逾千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多部法律草案

12月4日拟设为国家宪法日
10月27日14时59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

火箭，成功将实践十一号08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实践
十一号08星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科学与技术试验。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7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7
日转发住建部等十部门规定，自今
年 11 月 1 日起，严禁在历史建筑、
公园等公共资源中以自建、租赁、
承包、转让、出借、抵押、买断、合
资、合作等形式设立私人会所。

专家指出，这是继去年底中
央纪委、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
小组发通知，要求在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
所中的歪风”，以及今年以来中央
教育实践活动办通知，把整治“会
所中的歪风”作为教育实践活动
反“四风”重要内容之后，中央层
面又对清理整治私人会所做出具
体部署。

与此前的中央文件相比，此
次十部门规定更加具体、全面，可
操作性强。以前中央综合文件对
私人会所的定义、设立形式等规
定得比较原则，在具体处置、执行
中可能会遇到问题。现在从主管
部门角度制定更详细的规定，更
便于执行操作，更好推动落实清
理整治工作。

什 么 样 的 私 人 会 所 该 被 整
治？规定明确，所涉及私人会所，
是指改变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
资源属性设立的高档餐饮、休闲、
健身、美容、娱乐、住宿、接待等场
所，包括实行会员制的场所、只对
少数人开放的场所、违规出租经
营的场所。

哪些形式设立的私人会所需
要整治？规定列出了自建、租赁、
承包、转让、出借、抵押、买断、合
资、合作等多种形式。

已经设立的私人会所如何区
分情况处置？相对于一些地方以
关停方式“一刀切”处理，规定列
出了四种不同情况的处置方式：
没有合法手续或者手续不健全的
予以关停；有合法手续但有违规
违法行为的予以停业整治，情节
严重的吊销资质；有合法手续但
经营对象、范围、形式等违反相关
规定的予以转型或者停业整治；
出租给单位或者个人作为非经营
用途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协调
产权单位提出解决办法，租赁合
同到期后收回。

历史建筑公园
禁设私人会所
下月起实施 有合法手续也将被停业整顿

改革驶入深海，离不开法治护
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
设计，都需要法治提供全方位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这一论断，深刻阐
明了法治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
系。中国社会进入深刻变革期之
后，无论是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
会利益，还是调节社会关系、规范
社会行为，都需要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
盾和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是确保各项改革事业既生机勃勃
又井然有序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从我们党对“有
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的反复强调，到党的十五大、
十六大、十七大一以贯之强调落实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再到党的十八
大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
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法治

与改革始终相伴随。从十八届三中
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到这次四
中全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
间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就是要在
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总
体框架内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
在法治保障下不断深化改革。

今天，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
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
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如
不及时以法治方式疏浚改革洪流，
以法治思维化解矛盾淤积，减少利
益调配带来的社会震荡，缓解结构
调整造成的转型阵痛，势必引发新
的矛盾。在法治的引领下推进改
革，在法治的框架内规范改革，是中
国改革持续向前的基本保障。

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
会，是改革的应有之义。中国的改革
发展早已令世界瞩目，但也要看到，
以往发展中产生的不平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问题依然存在，人民群众对
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也是人
民维护合法权益的“重武器”。直面
问题、聚焦问题，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发挥法治调
和鼎鼐的作用，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
监督，切实促进公平正义，才能保证
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顺利推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谐
社会是法治社会。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搞
好法治建设。改革经验告诉人
们，市场只有和法治相结合，才能
克服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同样，
在和谐社会建设中，需要从解决
人民最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分
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等
问题入手，依靠法治营造更加公
平、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舟楫相配，得水而行。全面深
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车
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事业滚滚向前，共同
放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用法治为全面深化改革护航
——四论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要以改
革为动力，以法治为保障，奋力开
辟通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康庄
大道。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顺
利，但由于遇到“三期叠加”的阶
段性新特征，改革所受到的各种
阻力和问题亟须化解。

深化改革到哪一步，法治建
设就要推进到哪一步。改革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必须依靠法律来解
决，形成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
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十八届四
中全会发出清晰的信号。

改革进入攻坚期，需要通过
法 治 划 清 政 府 与 市 场 的 作 用 边
界，形成有序推进改革的方式，有
法不依只会让“看得见的手”进退
两难，“看不见的手”难以施展。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
八届四中全会作出明确部署。

人们坚信，坚定不移地全面
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中华民族必将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阔
步走向伟大复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推进“三个全面” 迈向伟大复兴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述评

10月 24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村街道党员通过扫描二维码，关注共产党员微信，学习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东方IC供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胜利闭
幕，吹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
角。

“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
上的讲话高屋建瓴、发人深省。

奉法者强则国强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稳步推
进党的十八大部署的各项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
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围绕十八大报告的部署，在经
过周密调研、详细规划后，一年前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
改革的战略决策，提出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
标，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和时间表……

——“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
化”“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

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

围绕十八大报告的部署，刚刚
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站在“治国
理政的基本方式”的高度，提出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总目标、路线图和时间
表……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民族
复兴中国梦，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

历经 700 余天，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
格局呈现在世人面前。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

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
和加强法治建设，已然成为中华
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改革和法治并肩而行，使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生机勃勃、
规范有序。

专家指出，站在更高层面上
看待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
两者的相互推动，恰恰是更好推
进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动力。

——让改革和法治更好地并
肩而行，必须实现立法和改革决
策相衔接，做到“凡属重大改革都
要于法有据”。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出的
一系列改革举措，涉及改革领域的
现行有效法律就有 130 多部，需要
制定、修改和废止的立法项目有 76
件。按照部署，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努力推进法
律“立、改、废、释”工作，充分发挥
立法对于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让改革和法治更好地并
肩而行，必须更注重“法治引领”。

“改革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
保障，否则就可能引起混乱；法治
必须紧跟改革的进程和步伐，否
则就可能被废弃淘汰。”中国社会
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说。

不断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10 月 27 日上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议听取了关于行政诉讼法修
正案草案、关于反间谍法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
听取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刑法修正案(九)
草案、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的说明。

减少死刑罪名

刑法第9次大修有啥变化？

规范贪污贿赂罪量刑

姓氏权部分放开

猥亵男性入罪

收买妇女儿童入罪

修改前 修改后

组织或强迫卖淫、集资诈骗
均可判处死刑

贪污贿赂以数额大小定罪
量刑标准：五千 五万 十万

贪污贿赂以情节定罪
根据数额及情节轻重，分三档
刑罚，并保留适用死刑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未
虐待不追究刑事责任（易造
成“拐卖犯罪，收买无罪”)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一律入罪
（虐待儿童、老人、残疾人将追究
刑事责任）

猥亵罪对象仅为女性
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
猥亵妇女处 5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

猥亵犯罪对象由“妇女”改为
“他人”，即猥亵男性也将入罪

婚姻法规定“子女仅可以随
父母姓氏”，与民法中“公民
享有姓名权”规定冲突

原则上随父母姓氏，有正当理
由也可随其他姓氏
（直系长辈血亲、抚养人等）

制图/党 瑶

取消９个死刑罪名：走私武
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
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
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
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
战时造谣惑众罪

10 月 27 日，在太原市河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一位菜商在整理大
葱。“霜降”已过，天气转冷，北方各地冬储菜大量上市。记者走访山西太
原的蔬菜市场发现，随着设施蔬菜的快速发展，随买随吃成为许多市民的
选择，整袋购买白菜、土豆、大葱等冬储菜的市民寥寥无几。 新华社发

冬储菜“失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