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Editor 刘明媛 LIU MING YUAN06 中国新闻 2014年12月13日 星期六

国际刊号:ISSN 1581-1978 E-mail:ozqbgj@gmail.com 欧桥网：www.ouqiao.net Hotline:0040735-192762 Free Point:国图、布大、孔子学院、中餐馆、亚洲超市、华人市场、各大中资机构、机场

最高法有关人士 8 日透露，最
高法正在制定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
解释文件，如果各项工作能如期完
成，该解释有望在本月内出台。据悉，
在该解释文件初稿中，疲劳审讯、
诱供、指供、威胁被告人、威胁证
人等变相刑讯逼供等行为将被视为
非法证据，法院应予以排除。

北京《新京报》报道，疲劳审

讯是此前各界关注的问题。有的审
讯人员长时间审讯嫌疑人，不让嫌
疑人睡觉，由于没有明确规定，这
种方式没有被视为非法。

此次，该解释文件有望将用这
种方式取得的证据认定为非法证据，
并建立一个三重保障机制，防止此
类行为发生：第一个是从禁止角度
对每次讯问时间设限，不能超过 12

个小时。第二个是从保障角度要求
讯问期间每天不低于连续 8 小时休
息时间。第三重保障是明确被讯问
人在讯问过程中合理的休息、饮食
等方面的权利。

此外，该解释文件还首次提及
用非法拘禁、超期羁押方式搜集被
告人供述是否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
除。

近期因价值近 8 亿元（人民币，
下同）扇贝绝收而陷入舆论漩涡的
大连獐子岛公司，5 日向外界连发
12 份公告，回应深交所问询函有关
“热点问题”，同时宣布管理层推
出一系列“断腕”、增持等举措。
公告中表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吴
厚刚自愿承担 1 亿元灾害损失，其
中 2000 万元资金在公告后 1 个月内

到位，剩余 8000 万元在 1 年之内到
位。

中新社报道，此外，公告还称，
吴厚刚主动降薪至月薪 1 元，其余
高管则主动大幅降薪 26%-50%，降
薪直至公司恢复至风险事件前的利
润水平。

今年 10 月中旬，獐子岛曾因拟
披露与公司底播增殖海域相关的重

大事项而停牌。半个月后，獐子岛
发布公告称，受部分海域的底播虾
夷扇贝存货异常因素影响，公司将
对此计提损失 7.63 亿元，前三季度
亏损 8.12 亿元。

但据此前媒体报道，在监管部
门的调查中，未发现此前媒体质疑
的“投苗存货造假”、“大股东占
用资金”等问题。

《习仲勋画传》近日已由人民
出版社在中国范围出版发行。书中
收录了近 300 幅图片，其中包括数
十张不同时期的家庭合影，部分照
片为首次公开发表。

北京《新京报》报道，《习仲
勋画传》由中央电视台记者、国家
一级编导夏蒙和陕西富平县党史研

究室主任王小强合作编写。人民出
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介绍，
该书于 2010 年编写，篇幅在 7 万字
左右，属于领导人传记中的简明普
及本，主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图
文并茂、简要生动地反映了传主一
生包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
历史时期，所创建的历史功勋。

《习仲勋画传》收录了近 300
幅图片，除文献资料和作者亲自拍
摄外，部分图片由新华社、中央新
影等单位以及习仲勋亲属和身边工
作人员提供。该书收录了数十张习
仲勋在不同时期与夫人、儿女以及
孙女们的合影。该书还收录多张习
近平跟随习仲勋调研的照片。

国务院十大政策是啥？听你的
国务院首推网评十大政策 医改、治霾、户籍改革暂列前三甲

中国政府网 8 日推出由网民评选国务院 2014 年十大政策的网上投票评选活动，参与投票
的网民还有机会 “走进中南海”参加“粉丝”见面会，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由网民投票评选国务
院年度十大政策的活动。

7602 新增史料证日军南京暴行

国博收藏李克强义乌获赠拨浪鼓

非法证据排除文件：疲劳审讯拟算变相刑讯逼供

獐子岛绝收巨亏 8 亿 董事长月薪降至 1 元

《习仲勋画传》揭 16 年蒙冤经历 收录 300 幅图片

▲ 8 日，被国博正式收藏的两个拨浪鼓。  北京《新京报》

图 1，1972 年，齐心获准带着儿女看望监护中的习仲勋。
为了这次相见，齐心和子女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并拍摄
了这张照片。前排右起：齐桥桥、齐心、习安安。后排右起：
习近平、习远平。 北京《新京报》

图 2，1978 年 8 月，习仲勋（左三）在广东惠阳农村调研。
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习近平（左一）利用暑假时间参加社会
实践，随父亲一起下乡。 人民出版社

图 3，《习仲勋画传》封面。 北京《新京报》

今年中国国务院哪些政策最贴
近人心？ 8 日开始，网民可投票评
选“国务院 2014 年十大政策”。这
是国务院首次就推行政策的关注度
进行网络评选。

幸运网民可走进中南海

北京《新京报》报道，简政放

权、户籍制度改革、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大气污染治理……2014 年，国务院
陆续出台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各种政
策，哪些政策正在改变生活？哪十
项政策最受关心？ 8 日，中国政府
网微博联合新浪网和腾讯网推出“国
务院 2014 年十大政策”评选投票。

投票结束后，参与投票的“幸

运网民”有机会走进中南海参加“粉
丝见面会”。

据悉，见面会的形式类似座谈
会，邀请网民对国务院政策、中国
政府网微博和微信的运作提出建议。

医改雾霾等最受关注

据统计，截至北京时间 9 日中

午，排在关注度前 5 位的政策是“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雾
霾等大气污染治理 ”、“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
一步简政放权 扩大改革成效”。

其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在的调查问卷中，一直排在第一位。
评选结束后，网民的意见将会报送
国务院有关领导，提供决策参考。

政府网今年发布近 100 项政策

另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拥

有 931 万“粉丝”的“中国政府网”，
是国务院办公厅主办网站中国政府
网的官方微博，2013 年 12 月 18 日
首次上线。此次网上评选，是中央
政府首次利用微博平台、依靠网民
投票，开展年度十大政策评选。

据悉，自 2014 年 1 月 2 日起，
中 国 政 府 网 信 息 公 开 一 栏， 共 发
布各种文件 150 项，涉及政策有近
100 项。此次参与评选的 30 项政策，
主要分为市场企业、民生、产业三类，
其中涉及民生的最多，有 12 项，其
次是市场企业有 10 项。网民可随时
了解政策发布时间和具体内容。

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前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 8 日公布了 7602 件新
征文物史料。这些文物史料，再次
证实了日军所犯下南京大屠杀、性
暴行、毒气战等罪行。

香港《大公报》报道，今年新
征的文物史料来自中国、美国、日本、
英国、德国等 14 个国家。美籍华侨
陈灿培捐赠了 1938 年 5 月 16 日美
国发行的《生活》杂志，其中刊载
有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在南京制
造大屠杀惨案的图文记载。日本真
宗大谷派圆光寺住持大东仁捐赠了

一张发行于 1938 年的《中山门攻击》
明信片，画面是日军攻占南京中山
门的场景。

另据中新社报道，8 日，南京
市政府向全市市民倡议：即将到来
的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首
个国家公祭日，当天南京全城将以
行动表达全市民众对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全城道路上行
驶的机动车停驶鸣笛致哀一分钟，
行人和所有人员默哀一分钟……

据 了 解， 自 1996 年 起， 每 年
12 月 13 日这一天的上午 10 时许，
南京市都会拉响防空警报声。

时至今日，中国网民规模超过
6 亿。“问政于网”越来越成为问
政于民的重点和新常态。

网络问政主要有两种情况：一
是将政府要出台的意见和政策的初
期想法，提前公布出来，让大家提
意见，然后根据意见来修改。另外，
则是采纳“网民留言”。目前，全
国已经有 96% 的省份、近 70% 的市、
45% 的县开通网民留言等方式。

更 高 层 面 的 网 络 问 政， 始 于

2009 年。 当 年 2 月 28 日， 时 任 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这是中国政府总理首次与网民进行
实时交流，被视为一次标志性事件，
开启了中国式“网络问政”的先河。

今年，中国政府网站进行了关
于国务院政策落实督察的网络调查。
从今年３月起，开设“我向总理说
句话”常设板块。一些好的意见建
议直接送到总理办公桌。
 北京《新京报》

8 日，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国
家博物馆迎来了史上首个拨浪鼓藏
品。拨浪鼓是半个月前，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考察浙江时获赠的。李克
强对此解释说，他知道义乌人创业
初期鸡毛换糖，摇着拨浪鼓走天下
的历史。义乌小商品是中国的名片，
这个礼物很珍贵，浓缩了义乌精神。

北京人民网报道，国家博物馆
党委书记黄振春指评价说，此次收
藏的义乌老商户赠送给李克强总理
的拨浪鼓，作为义乌人改革开放初

期艰苦创业的见证，将进一步丰富
国家博物馆当代改革开放历史文物
的收藏、研究和展示。

除了具有收藏等历史价值，黄
振春还认为，收藏拨浪鼓这一举动，
本身也对推动经济转型、促进产业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全球最大商品市场，义乌
加大商品转型升级和外贸改革力度，
不但交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新
增市场主体大幅上升，已成为弱市
行情中一匹黑马。

景背 网络问政成中国“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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