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进行第三次
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加重对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刑罚%

此前的草案对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犯罪的规定作了修改# 即在生产$

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
品原料的# 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相
关规定处罚%

一些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建
议#要加重对这一犯罪的处罚#删除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中的
'拘役(%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
议对此作出修改#规定在生产$销售
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
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
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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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监管成为广州'两会(焦点话
题%!!日#广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
苏志佳分别参加市人大和市政协两个
小组讨论# 主动谈起广州公车监管措
施%苏志佳说#最快将在今年#月对包括
市管干部在内的全市公务车实行更严
格的监督管理#届时#公车将安装$%&

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实行分级管
理#经批准非公务用车将采取有偿使用
措施# 试点单位估算# 拟按照每公里
'()*'(+元收费%

苏志佳说#考虑到有的公务员工作
繁重#周末确实需要用车#因公需要使
用的可以向上级领导报告申请#如果公
车私用就要经批准后收取相应费用%

!!"#$%"

近日读者投诉称# 卖面条的
在面条里掺食用胶# 买回的湿面
条能点着燃烧)记者调查时发现#

确有一些经营者在使用化工添加
剂# 一些粮油店也销售这些添加
剂% 不法商贩在面条中添加化工
产品如食用胶$柠檬黄$蓬灰$复
合磷酸盐等# 以增强面条的筋度
和弹性# 有的加入明矾使面条白
亮光洁%

"天来#记者在河南枣庄农贸
市场和都市村庄暗访',多家面条
店# 发现大多做面条的商家在面
条里掺有添加剂%

在一家面条店记者看到#面
条里掺有一种叫 '蓬灰( 的添加
剂% 记者问*'这东西添进去能吃
吗+ (女店主说*'现在都用这种东
西#拉面$面条和米粉中都加有这
东西% (

记者调查时了解到# 面条店
使用的柠檬黄$蓬灰$复合磷酸盐
等#在粮油店调料店都可买到%

记者在另几家面条店调查
时# 有店主直言不讳地说*'现在
有哪家不用添加剂+ (

记者分别购买了)种面条#在
点燃试验后发现湿面条真的可以
燃烧#还烧出了火苗#如不人为熄
灭#长长的面条可全部烧完%为验
证购买的面条与自己做的手工面
有无区别# 记者和面后做成面条
用火点燃# 面条着火后很快自动
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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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 广州在治理城市$治
水$治空气$商业$城市规划等方面都
是历史的跨越# 但是在改善老百姓的
收入这方面没有多少跨越% (!!日#广
州市人大代表$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说#一次分配中百姓收入占$-%比重
过低#贫富悬殊很危险% 他还说#亚运
广州投入巨大# 希望中央能给广州一
些政策扶持%

钟南山说他查资料发现# 广州亚
运的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很大% '总投
资!)++亿元# 其中广州投资'.),多亿
元#带来债务!',,多亿元% (他很担心#

背着这么大的债务# 广州搞民生的钱
不知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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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全国共')个城市和一个省
出台了房产限购措施# 而这一数据距
规定的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
市和房价过高$ 上涨过快的城市相差
甚远% 另外#根据规定#二月中旬前必
须出台'限购令(% 这意味着全国大部
分城市未按规定期限出台限购措施%

今年'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
'新国八条(%其中第六条规定#各直辖
市$ 计划单列市$ 省会城市和房价过
高$上涨过快的城市#要从严制定和执
行住房限购措施%

全国0个直辖市#)个计划单列市#

!#个省会级城市和房价过高$ 上涨过
快城市# 目前只有')个城市出台限购
令%其中#直辖市除重庆外均出台限购
令&)个计划单列市大连$宁波$厦门$

青岛$深圳中厦门$青岛出台限购令%

省会级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

呼和浩特$石家庄$乌鲁木齐$兰州$西
宁$西安$银川$郑州$济南$太原$合
肥$武汉$南京$成都$贵阳$昆明$南
宁$拉萨$杭州$南昌$广州等中有贵
阳$南京$成都$太原$哈尔滨$南宁$长
春$济南$石家庄$郑州等',个城市被
报道出台了限购令%

!&'"

有业内专家表示# 超过一半的城
市迟迟没有出台限购细则# 并不是因
为行政程序的问题% 而主要是对调控
政策的分寸拿捏上没有十足的把握%

不少城市都在担心# 如果调控政策制
定没有力度# 那么就等于走过场而失
去了调控的意义#反之#如果政策制定

得过严# 有些城市也在担心房地产市
场将被打压# 进而对经济平稳运行产
生影响%

新华社!!日发表文章亦指出#一
些地方政府对房价持暧昧态度# 如今
房价节节走高#迟迟不出台限购令#可
见有些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很

大%

文章警告称# 土地财政是一次性
财政#也是'一锤子买卖(#如果听任房
地产投机风行# 任房地产泡沫越吹越
大#实体经济将逐渐失血#城市发展活
力将不断透支# 经济健康运行的系统
性风险将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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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日进行第三
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 !八" 草案规
定# 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后经政府
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将受
刑罚%

一些常委会委员提出#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都
对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的行为# 规定
了由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其支付的措
施% 为了更好地维护广大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宜将刑事处罚与行政监
管措施相衔接# 建议在草案规定中

增加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
支付的情形%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建议将这一规定修改为* 以转移财
产$ 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 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

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
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明确了
累犯和故意杀人$ 强奸$ 抢劫$绑
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
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等八类重罪
罪犯的刑罚期限%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与相
关部门研究#赞成对因累犯和八类
重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
刑的罪犯与其他罪犯加以区分%全
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将此规定
修改为* 对限制减刑的死缓罪犯#

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
刑的#实际执行期限不能少于二十
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
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
年&对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减刑后的
最低执行期限#不能少于十三年%

草案中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在履行公务期间# 擅离岗位#

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 情
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刑法修正案 !八" 草案三审稿
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
公务期间# 擅离岗位# 叛逃境外#

或者在境外叛逃# 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

治权利&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掌握国家
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叛逃境外或
者在境外叛逃的# 依照前款的规
定#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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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者从江苏响水警方获悉#

江苏响水爆炸谣言事件中# 两名被行
政拘留的违法行为人已被释放%

!月',日凌晨#江苏响水县陈家港
化工园区有人传言 '附近化工厂将发
生爆炸(# 引发附近0个乡镇",多个村
万余名群众连夜冒雪大规模逃亡事
件#并造成0人死亡多人受伤%'!日#涉
嫌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犯
罪嫌疑人刘某$殷某被刑事拘留#违法
行为人朱某$陈某被行政拘留%

!!日# 响水县公安局新闻发言人
陈浪向记者确认# 被行政拘留的违法
行为人朱某$ 陈某的拘留期限为)天#

目前已被释放% 至于被刑事拘留的犯
罪嫌疑人刘某$殷某的拘留期限#陈浪
称该两人仍正在走司法程序% 对有媒
体报道称#有关法律专家称被刑事拘留
的嫌疑人刘某不涉嫌犯罪# 陈浪表示#

公安机关会公正办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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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近亿元
专项资金被转移一案#引起全国轰
动% !月!"日#鄱阳县财政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鄱阳县农村信用社对支
票印鉴管理流于形式#存在重大监
管漏洞#是导致此案发生的重要原
因#财政局将对县农村信用社启动
索赔程序%

负有领导责任的欧阳长青和
分管领导程四喜#已被鄱阳县委于
!月'1日分别作出建议按照程序#

免去县财政局局长职务和县财政
局党组副书记职务的决定%

有知情人称#与县财政局经建
股股长李华波勾结挪用资金的县
农村合作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
堂有权有势# 而且很好色#有过十
几个情妇%

在当地# 老百姓都在背后叫
徐德堂 '徐色狼(% 第一任老婆因
为知道徐德堂在外面有女人# 才
跟他离了婚% 离婚时# 徐德堂给
了她',,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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