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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4日
电 济南军区原政治委员
刘冬冬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 2 月 25 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 69岁。

刘冬冬同志病重期间和
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
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刘冬冬是湖北省黄陂
县（今武汉市黄陂区）人，
1961 年入伍，1963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61年 7月
至 1976 年 3 月，他历任战
士、团卫生队卫生员、学
员、团财务股出纳、团宣传
股干事、军宣传处干事等
职 。 1976 年 4 月 至 1990
年 5 月，他历任师宣传科

科长、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军组织处处长、师政治部主任、
师副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等职。1990年 6月至 2010年 7月，他历
任第 4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第 21集团军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刘冬冬是中共第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2010年 10月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2013 年 3 月当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他 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9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9年
晋升为中将军衔，2004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和司法部 3 月 4 日联合
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
案件的意见》，从基本原则、案件受
理、定罪处罚、其他措施 4 个方面，
对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提
出了指导意见。

我国家庭暴力案件近年来呈多
发态势，许多触目惊心的案例曾引
起全社会的震惊与愤怒。作为我国
第一个全面的反家庭暴力刑事司法
指导性文件，这份意见有何看点？

明确加强司法干预

这份意见指出，针对家庭暴力
持续反复发生，不断恶化升级的特
点，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
行政机关对已发现的家庭暴力，应
当妥善处理，不能以家庭暴力发生
在家庭成员之间，或者属于家务事
为由而置之不理，互相推诿。

意见同时提出“首问负责”的
要求，不管被害人向公检法哪个机
关报案，首先接报的机关都应当受
理，问明案件情况。如果符合立案
条件就应当及时立案，如果不符合
立案条件应当将案件移送给其他
的主管机关。

虐待、遗弃要按重罪论处

意见明确提出，家庭暴力中的

虐待犯罪中，施暴人主观上具有希
望或者放任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
的故意，持凶器实施暴力，暴力手
段残忍，直接或者立即造成被害人
重伤或者死亡的，应当以故意伤害
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家庭暴力中的遗弃犯罪中，希
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不履行必
要的扶养义务，致使被害人因缺乏
生活照料而死亡，或者将生活不能
自理的被害人带至人迹罕至的场所
扔弃，使被害人难以得到他人救助
的，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制止家暴可认定正当防卫

意见提出，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
力采取制止行为，只要符合刑法规定
的条件，就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
卫，不负刑事责任。防卫行为造成施
暴人重伤、死亡，且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根据意见，认定防卫是否过当，
应当以足以制止家暴侵害的需要为
标准，根据家暴严重程度，防卫人所
处环境、面临危险、采取的手段、造
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
往家暴严重程度等进行综合判断。

长期施暴人难逃罪责

意见提出，对于长期遭受家庭

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
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
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
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
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
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
宽处罚。

对于因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
体、精神受到重大损害而故意杀害施
暴人，或者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
而故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
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可以
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最高法刑一庭庭长杨万明说：
“许多妇女遭受家暴不堪忍受又正
面反抗不过，趁施暴人累了或睡了
以后突然打击并杀害施暴人。在
这种情况下必须充分考虑被杀的
人在案件起因上的过错，这也是对
家暴受害人杀害施暴人从宽考虑
的重要因素。”

“但我们绝不是鼓励妇女奋起反
抗，以暴治暴来摆脱家庭暴力。遭受
家庭暴力后，应当拿起法律武器，通
过法律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他说。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在 持 续 一 年 多 的 低 迷 后 ，
2015 年 楼 市 是 否 会 出 现 回 暖 拐
点？刚刚施行的《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会否对降低房价形成“倒
逼”？试点多年的房产税全面铺
开到底还有多远？参加全国两会
的代表委员们就这些问题展开了
热议。

楼市“拐点”会否出现
刚刚过去的 2 月，北京二手房

成交价格连续 5 个月上涨。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1月份 70个大中城
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也一
改过去“跌跌不休”的态势。全国
房价步入 2015 年后开始显现止跌
迹象，特别是一线城市整体房价
率先出现反弹。种种因素，是否
意味着楼市已进入回暖通道？对
此，两会代表委员普遍持谨慎态
度。

“2015年楼市总体看较之 2014
年有所好转，特别是北上广深一线
城市随着多重利好因素刺激，楼市
因刚需会有一个短暂的区域性回
暖。一些环境较好、空气清新的省
份，房价也可能企稳回升。”全国政
协委员、海南奥林匹克花园有限公
司董事长冯川建说，“总体看，楼市
整体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但大
跌的可能性也不大。”

全国政协委员、星河湾集团董
事长黄文仔则表示，今年房价依然
不乐观，楼市想再回到 2 年前的高
增长时代已无可能。不过再想房
价下降有可能会失望，二三线城市
则肯定有下行压力。

不动产登记能拉低房价吗
3 月 1 日起实施的《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给广大公众带来了
促进房产反腐、“倒逼”房价下调等
诸多期待。对此，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银行监事梅兴保认为，不动产
登记把原属不同部门监管的财产
登记予以统一，对房产投机和房产
腐败势必有抑制作用，短期内确实
对房市有一定影响。但房价主要
还是由供求、预期等因素决定，因
此长期看很难“倒逼”房价下调。

上海中原地产研究咨询部经
理卢文曦告诉记者，不动产登记正
式出台前夕，局部地区确实出现了
抛售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
预期，二手房的出售数量也有所增
加，但是未来对房价的实质性影响
仍然有限。

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不动产
条例实施将使决策更为科学、精
准，有利于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
展的长效机制。制定调控政策不
仅缺乏基础，而且容易发生偏差。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动产登记对促
进房价调控至合理区间还是有很
大积极作用。

房产税会否马上推出
房产税在上海、重庆等地试点

已 4年多，至今迟迟未有进展，全面
开征房产税到底还有多远？记者
采访的多名代表委员均认为，2015
年房产税出台的可能性很小。

据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
经委副主任委员郝如玉介绍，目前

针对房产税的立法还没有形成一致
的方案，房产税的推出尚需时日。

郝如玉表示，当前不倾向用全
国的数据来征收房地产税。由于
房产税是地方税，征收也是用来充
实地方财政，倾向于以省为单位征
收，因此只要本省内部统筹协调即
可。不动产登记并不是为了推进
房产税做准备，有没有跨省的不动

产登记、房产信息是否全国联网，
与房产税的出台都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房产税开征的具体方式，
代表委员们则意见不一。黄文仔
认为，房产税应从比较低的税率开
始征收，而且应该按照人头统筹考
虑，如果只对新增房屋收税不公
平。梅兴保则建议，一般家庭自有
住房和有多套房的家庭应该区别

对待，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
在郝如玉看来，如果按照“首

套免税、二套优惠、三套征税”的做
法，将会对居民的行为和心理产生
不良导向。但按人均面积征收也
存在缺点，对于在全国多地有住房
的人，如何平衡一线城市和三四线
城市的征收标准也是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难忘恩来，怀念总理”，每年 1 月 8 日、3
月 5 日前后，人们都会以各种方式纪念周恩
来同志。时至今日，一声“周总理”，依然让多
少人听之心潮澎湃，闻之热泪盈眶。周恩来，
这个不朽的名字，早已深深铭刻在人民心
里。他的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和伟大人格，成
为我们今天前行的精神力量。

伟大的人格如河汉星辰，直可穿越时空
而光芒长存。尽管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近
40 年，但人们还是常常想起他、念叨他，从他
光辉的一生中感悟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他
夙夜在公、殚精竭虑，践行“以誓死不变的精
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他始终以诚
待人、以诚持国，彰显了顾全大局、统筹协调
的政治品格；他“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对群众
安危冷暖总是关怀备至；他倡导“说真话，鼓
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践行求真务实、细致
入微的严谨作风；他身居党和国家领导岗位
数十年，从不摆架子搞特殊，制定自我修养要
则恪守终生……

从周恩来同志身上，我们无数次感受到
信仰之真纯、谋国之忠诚、为民之赤诚、干事
之笃实、律己之严格、襟怀之坦荡，深刻理解
什么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
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
有益于人民的人”。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的总理人民
爱，总理和人民心连心”，人民群众发自心底
的“恩来情结”，带给今天的共产党人尤其是
领导干部以深刻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无愧于自
己的称号，才能赢得人民赞誉。以周恩来同
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标杆、为明镜，我们锻造
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既需要继承优良传统，
也需要在新形势下赋予其新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说：“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
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这种人格力
量，来自坚定的信仰。越是观念多样、思想激
荡，我们就越要补足精神钙质，高扬起理想信
念旗帜。这种人格力量，来自优良的作风。
执政环境越是复杂，肩负任务越是艰巨，就越
要坚持求真务实、公道正派、心系群众，不断
扫除作风积弊、焕发实干精神、彰显为民情
怀。这种人格力量，来自不懈的修养。做官先做人，做人必修身，必须
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和自身修养，做合格的共产党员、够
格的领导干部。只有这样，各级干部才能把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统一
起来，以扎实的业绩赢得人民的认可和点赞。

当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接受采访时感慨：是周恩来的人格力量
说服了我。我觉得，一个拥有如此高尚的领导人的政党是值得信赖
的。回顾我们党 90多年奋斗历程，一代又一代优秀共产党人的人格力
量，养天地正气，引万众归心。“那些为共同目标因而使自己变得更加高
尚的人，历史承认他们是伟人”。今天，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站在历史
峰峦之上展望未来，更应锻造强大人格力量，团结和带领人民投身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
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精彩答卷。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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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冬冬同志逝世

多地房价止跌回升引发代表委员热议

低迷一年多，楼市要回暖？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实施首日，杭州楼市平稳。这是 3月 1日拍摄的杭州城北楼市。 新华社发

我国首个反家暴刑事司法指导意见发布

杀害长期施暴人可酌情从宽处理

▶2014年12月10日，广东深圳，
一名女子举着“反家暴、不要伤害”的
牌子伫立在寒风中。策划者表示，用
红色染红婚纱，就是想表达家庭暴力
所引发的血腥伤害。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