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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交通
运输部21日向社会公布了《收费公
路管理条例》修订稿。修订稿确立
了“收费”与“收税”长期并行的
两个公路体系发展模式，明确政府
收费公路实行规范的预算管理，除
收费公路权益外，所有收费公路资
产均不得转让和上市交易，同时提
高了收费公路设置门槛，并对收费
期限做出调整。

据交通运输部法制司副司长魏
东介绍，在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财
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原条例所
依据的基本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

此次修订按照用路者付费、政府性
债务风险可控、鼓励社会资本投
资、加强政府监管的四项原则进
行。公路建设、养护、管理采取

“收税”与“收费”并行的方式，实
现“用路者付费，差别化负担”。

针对不同类型的收费公路，修
订稿调整了收费期限：

政府收费公路中的高速公路实
行统借统还，不规定固定的收费期
限，按照用收费偿还债务的原则以
实际偿债期为准。特许经营公路的
经营期限按照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
报的原则确定。政府收费高速公路

在政府性债务偿清后，以及特许经
营高速公路经营期届满后，其养
护、管理资金可按满足基本养护、
管理支出需求和保障效率通行的原
则实行养护管理收费。对一级收费
公路改建为高速公路或者提高高速
公路通行能力增加了政府债务或社
会投资的改扩建工程，可重新核定
偿债期限或经营期限。

除高速公路以外，其他所有政
府收费公路和特许经营公路在偿债
期、经营期满后必须停止收费，其
剩余政府性债务经审计后全部纳入
预算管理。

此外，修订稿提高了收费公路
设置门槛。明确新建和改建技术等
级为二级以下（含二级）的公路不
得收费；已经取消收费的二级公路
升级改造为一级公路的，不得重新
收费。独立收费桥隧的设置标准，
由原来的二车道800米和四车道500
米统一提高为1000米以上。

“今后，占公路总里程97％左右
的普通公路是主体，体现基础性、
均等化普遍服务，采取向车辆用户
普遍征税的方式，由一般财政税收
保障其建设、养护、管理及改扩建
等资金需求。占公路总里程3％左右

的以高速公路为主的收费公路是补
充，采取直接征收车辆通行费的方
式。所有收费公路的投资债务、通
行费收支等信息定期公开，全面接
受社会公众监督。”魏东说。

从资金来源上，明确政府对非
收费公路的投入义务；明确收费公
路的多元化筹资渠道，包括政府举
债、社会资本投资、征收车辆通行
费等多种筹集方式。

据悉，修订稿已经征求了国务
院各相关部门、地方政府、收费公
路运营单位意见，向社会进行为期
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

拟不规定固定收费期限

曾三次被判死刑
被告人重审获判无罪

21日上午，湖南省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曾爱云、陈华章
故意杀人案第四次审理一审公开宣
判：判决被告人曾爱云无罪；被告
人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3年 10月27日晚，湘潭大
学机械工程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
周玉衡在该校工科南楼 308 室遇
害，并被抛尸于该校工科楼南门口
通往西侧苗圃的台阶上。经湘潭市
公安局侦查，曾爱云、陈华章有杀
害周玉衡的重大嫌疑。2003年11月
11日，曾爱云、陈华章因涉嫌犯故
意杀人罪被逮捕。

此后十余年间，湘潭中院曾以
故意杀人罪三次判处曾爱云死刑。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审理查
明：被告人曾爱云、陈华章、被害
人周玉衡均系湘潭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硕士研究生。因周玉衡受到导师
器重，陈华章对周玉衡心怀嫉妒。
2003年10月，曾爱云与同班同学李
某产生恋情，而此前李某与周玉衡
已相恋多年。2003年10月27日傍
晚，陈华章将事先准备好的安定片
投放于周玉衡的茶杯中，周玉衡饮
用后出现药物反应。当晚19时50分
许，服药后头晕乏力的周玉衡在陈
华章的搀扶下与曾爱云、李某见
面，随后陈华章以周玉衡身体不舒
服为由将周玉衡带走并杀害。

（据新华社电）

记者了解到，对外界，邹勇一直
坚称与王林是师徒关系，并称王林鼓
动他拜师学法术。据公开报道，邹勇
2008年拜师，王林要求他交500万的
拜师费以表诚心。后来王林又要邹
勇送他700多万的劳斯莱斯和200
多万的保时捷，之后又索要黄金和拜
师礼的红包。

一篇发表于天下财经网的题为
《王林与邹勇：现代版的东郭先生和
狼的故事》的报道称，王林只承认与
邹勇的关系是“父与子”。邹勇曾经
拜王林为干爹，因为都是孤儿出身，
2005年，王林收下了这个四十岁的
干儿子。

“我从没真正收过徒弟，以后也
不会收，这些传统的功夫（诸如‘空盆
取蛇’）不是人人都能学的，也不是我
教了就能学会。但很多人希望拜我
为师，张口闭口师傅，我只能是客气
一下。”王林曾对身边的朋友这样描
述与邹勇的关系。

就在两人关系破裂前，邹勇用江
西方言，称呼王林“爷老子”。对这个干
儿子，王林似乎比对亲儿子更好。

第一次见面，是一个共同的朋友
把邹勇带来请他帮忙。彼时的邹勇
在萍乡经营煤炭生意，手里有一个货
场，但根据铁路规划，这个货场面临
拆除。邹勇希望托王林的关系把货
场保留下来。但王林觉得有心无力，

“拆不拆是铁道部的事，但铁道部的
事我怎么管得了”。但闲谈之间，邹
勇看到了一张王林与刘志军的合影，
便央求王林带他去北京走一遭。王
林“还记得带邹勇去见刘志军的时
候，他吓得要死”。也是这次拜访，改
变了邹勇的人生。

该报道还详细介绍了两人关系
的开始以及是如何变成债务关系
的。该报道称不管有没有功劳，邹勇
都敏锐地发现，眼前这个人可以成为
自己的贵人，便开始经常接触。王林
称，邹勇希望王林“在两三年内扶持
他一下，帮他把事业做大一点，邹勇
自己没有父母，以后会将我当做亲生
父母看待。”

最让王林家人唏嘘的，是一次邹
勇身染皮肤病，四十多岁的人，王林
亲自帮他洗澡、涂药，照料到他好为
止。“自己的亲儿子小时候都没给洗
过。”

事后两人的一切纠纷，几乎都可
以追溯到这段父子关系时期——香
港的房产、深圳的房产、来来往往的
债务。

“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么帮他，又
帮他买房又帮他借钱，是另有所图。
一般人哪里会这么不计得失帮别人。
但那时候他叫我爷老子，我也认了这
个干儿子，怎么能不帮。再者，我帮的
人那么多，现在大家都只看到了一个

邹勇罢了，倒显得我不正常了。”
但两人的父子情谊并未长久，

2011 年，王林得了一场重病，在美
国、新加坡、俄罗斯，包括国内的华西
医院、301医院求诊了个遍，几乎不
治。

在襄阳医院的时候，邹勇赶来探
望王林，他坐在病床上对王林说，“爷
老子，我来看你了，没有买东西。”随
后就从包里掏出了一块玉放在被子
上。这块玉也在邹勇后来描述两人
关系中出现过，邹勇称是王林向他索
取了一块价值一百多万的玉饰。

但王林却没那么乐观，准备安排
后事，便交代邹勇，“我恐怕不行了。
你那里还欠我七八千万，把那些钱拿
给我家小孩吧。”邹勇听了，到阳台上
抽了根烟，返回来已经另有打算，“我
欠你什么钱，你不欠我的钱都是好
的。”然后扬长而去。之后，王林病情
好转，两人的父子关系，却热情不再，
变成了债务关系。

据报道，回归到现实生活中的王
林，仍不忘“空盆来蛇”这一杂耍。不
管是在江西萍乡自己的“王府”中，还
是在深圳、香港的别墅里，只要有客
人到访，王林总会兴致勃勃地表演这
一杂耍。就在最近被萍乡警方带走
调查的前十多天，王林还在深圳向到
访 的 客 人 表 演 了 这 一 杂 耍 。

(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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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可能会有重大逆转
王林徒弟忆其被抓全程：便衣踹门40个特警埋伏

王林被抓前仍表演变蛇
否认邹勇是其弟子曾向公安部举报邹勇

王林
律师

最新
案情

王林与邹勇的合影（资料图）

其实，王林和邹勇多年的
恩怨情仇，伴随着近几年的诸
多债务纠纷一路走来，两人都
试图通过举报或向媒体爆料
的形式“击倒对方”，而随着邹
勇被杀，两人间的争斗也似乎
终于画上句号。据公开报道，
邹勇“出击”的方式的是不断
向媒体爆料，邹勇的爆料让王
林在舆论的漩涡中陷得很
深。而实际上从2012年11月
开始，王林便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江西省高
级人民检察院等机构写信或
上访实名举报了邹勇。2013
年6月他还向派驻江西的中央
第八巡视组再次实名举报了
邹勇。在对邹勇的实名举报
中，王林举报邹勇持有外国护
照、利用金钱编织的关系网对
当地商人大肆打击报复。

除此之外，他还在微信上
对邹勇拥有双重国籍问题进
行举报。

7 月 15 日，王林因涉及邹勇被
杀案，被江西萍乡警方以其涉

嫌非法拘禁罪为由将其刑
事拘留。

21 日 早 上 ，
王林的辩护

律 师 陈
有

西和李建辉在萍乡市看守所会见到王
林。在与王林的会见中，警方并不在
场，自由会见历时一个小时。

王林的律师称，案情可能会有重大逆
转，为不影响公安侦查，现在不便于披露。

7月20日晚，在萍乡，一直陪同王
林的徒弟小邱回忆了王林被抓的全过
程。

7月15日，王林的徒弟小邱与王林及
王林的助理小雷等7人，半夜凌晨3点

在宜春的一个别墅宾馆里被抓获。
“我们当时在宜春，跟
朋友约好了第二天开车

去宜丰会友，没想
到凌晨 3 点就

被抓了。”

小邱说，为了防范邹勇谋害，很
长一段时间以来，王林身边请了几个
人做保护。他们一起随王林出行，事
发当晚，他们一起被抓了进去。

“我住在师父（王林） 正对门左手
边的房间。便衣踹门冲进来的时候，
我以为是邹勇派来的黑社会，心想完
蛋了。后来确定是警察就放心了。”

据邱说，当时警方还出动了40个
特警在外埋伏，“那场面就跟拍电影一
样。”在那之前，他曾给宾馆前台打电
话，“我说肚子饿了，让他们煮碗面上
来。结果前台说，要先付钱。我当时
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一碗面才几块
钱啊。不久，警察就踹门了。”

被抓之后，王林与助理小雷被连
夜从宜春带回了萍乡。小邱则与其他5
人一起被关押在宜春，大约10小时后
被放了出来。 （据华西都市报、中经）

金砖银行开业
世行、亚行发表声明祝贺

据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 财
政部部长楼继伟与上海市市长杨
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简称金
砖银行）行长卡马特21日在此间共
同启动了金砖银行，金砖银行正式
开业。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由中国、
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发起成
立，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
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总部设在中
国上海。

又讯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及亚行
行长中尾武彦分别发表声明，祝贺
金砖银行开业并表示将与金砖银行
紧密合作。

学生暑假惊喜连连学生暑假惊喜连连：：包皮环切术包皮环切术9999元元
海口仁爱医院微创中心66796565 QQ：135166669

（琼）医广【2015】第03-27-02号

狐臭清除术缓助300元，背神经阻止术59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