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解读8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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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下午，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京
开幕。证券法修订草案、测
绘法修订草案、核安全法
草案提请本次会议二审。

其中，证券法修订草
案二审稿聚焦七大市场焦
点。测绘法修订草案二审
稿新增规定，“教育行政部
门、学校应当将国家版图
意识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
内容。”“地理信息生产、利
用单位和互联网地图服务
提供者收集、使用用户个
人信息的，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
护的规定。”

核安全法草案规定，
“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应
当依法公开与核安全有关
的行政许可，以及核安全有
关活动的安全监督检查报
告、总体安全状况、辐射环
境质量和核事故等信息。”
与一审稿相比，“核事故”
应依法公开系新增内容。

此外，为期两年的人
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
限将于2017年5月到期。最
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出决定，将人民
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延期至2018年5月。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
宁就2016年度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
研究处理环境保护法执法
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
做报告。2017年将研究制
定《土十条》考核细则，实
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全覆
盖。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
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

证券法修订草案聚焦

市场

证券法修订草案24日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
审。在充分考虑我国证券
市场实际情况、认真总结
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证券法修
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聚焦几
个市场焦点。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安建介绍，
2015年12月，根据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
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中调整适用证券法有
关规定的决定。目前注册
制改革相关准备工作仍在
进行，具体改革举措尚未
出台。据此，对现行证券法
第二章“证券发行”的规
定，暂不作修改，待实施注
册制改革授权决定的有关
措施出台后，根据实施情

况，在下次审议时再对相
关内容作统筹考虑。

同时，为了做好修订草
案与注册制改革授权决定
的衔接，体现改革方向和要
求，修订草案二审稿增加规
定，国务院应当按照全国人
大常委会相关授权逐步推
进股票发行制度改革。

对于近年资本市场上
的举牌收购热潮，草案二审
稿强化持股达到百分之五
的投资者的信息披露义务，
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收购。

草案二审稿要求投资
者在持股变动公告中应当
公告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以及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表
决权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
方式；对投资者违规增持
的股份，明确在一定期限
内不得行使表决权；将在
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
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
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
不得转让的期限，由“六个
月”延长为“十八个月”。

大合议庭陪审机制有

待完善

2015年4月，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
会议授权最高院在北京、
河北、黑龙江等10省（区、
市），各选5个法院开展为

期两年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工作
将于2017年5月到期。24
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沈德咏作《关于延长人民
陪审员制度改革分在审判
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仍未
形成一致意见，还需要一
段时间进一步研究总结”。

据悉，试点过程中，存
在人民陪审员候选人信息
来源不畅、全面随机抽选
成本过高、少数随机抽选
的候选人参审积极性不
高、积极要求担任陪审员
的群众无法抽选成功，以
及难以随机抽选到具有医
疗、建筑等专业知识的陪
审员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不少
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建议，应适当保留组
织推荐和个人申请产生人
民陪审员的方式。

“全面实行随机抽选
难度较大且不尽合理。”沈
德咏表示，该问题也是提
请延期的原因之一，“大合
议庭陪审机制有待进一步
完善。”

据了解，试点法院采
用大合议庭陪审机制，审
理了一批涉及征地拆迁、
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
公共利益等群体性案件，
提高了热点难点案件审理

的司法公信力和影响力，
但对于大合议庭陪审案件
的适用范围、庭审程序、评
议规则以及审批效率评估
等问题，尚未形成较为统
一的规范。

上述草案提出，延长
期满后，对实践证明可行
的，有关方面应当提出修
改相关法律的议案；对实
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
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研究制定《土十条》考

核细则

24日，环境保护部部
长陈吉宁受国务院委托，
就2016年度环境状况和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
究处理环境保护法执法检
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做
报告。

据悉，2017年将研究
制定《土十条》考核细则，
实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全
覆盖。水污染防治法修正
案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今年将推进水污
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
法、核安全法、环境保护税
法实施条例、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制修订。

“环境质量在全国范
围和平均水平上总体向
好，但某些特征污染物和

部分时段部分地区出现恶
化。”陈吉宁在提到去年环
境质量状况时表示，“去年
颗粒物浓度持续下降，臭
氧污染问题日益显现。”

根据报告，河南、北
京、河北、山东优良天数比
例不到60%，山西、江西、安
徽、陕西等省份优良天数
不增反减，山西、陕西PM2.
5浓度不降反升。

陈吉宁透露，去年各
级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
决定12.4万余份，罚款66.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和
56%。环保部对环境质量恶
化趋势明显的7个市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公开约谈。

陈吉宁称，2017年将
实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全
覆盖。此外，核安全法草
案、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
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配合开展土壤污
染防治法起草工作。

在土壤环境状况方
面，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
不容乐观，工矿企业及其
周边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陈吉宁表示，今年将全面
实施土壤污染治理。研究
制定《土十条》考核细则，
提出主要目标分解方案，
与各省（区、市）人民政府
签订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
任书。（据《北京青年报》）

国办：加快制定地沟油鉴定方法
24日，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地
沟油治理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在加强源
头治理的同时，文件要求
推动餐厨废弃物、肉类加
工废弃物和检验检疫不合
格畜禽产品的无害化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把地沟油
治理作为“十三五”期间食
品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加
大对制售地沟油违法犯罪
行为的打击力度。

研究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技术

为加强对地沟油的治
理，《意见》要求，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以原料来源控制
和油脂加工监管为重点，并
建立长效机制，合力推动餐
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
和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
品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把地沟油治理作为“十
三五”期间食品安全重点工
作任务，力争取得突破。

《意见》明确各部门职
责分工。比如在强化企业主
体责任方面，要求餐饮企业、
行政企事业单位食堂以及屠
宰企业、肉类加工企业等单
位按照规定单独收集、存放
本单位产生的餐厨废弃物、
肉类加工废弃物或检验检疫
不合格畜禽产品，建立相关
制度及台账，进行无害化处
理。这一工作由农业部、国家
发改委、住建部、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负责。在培育无害化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企业方
面，办理证件、税收优惠等多
项具体措施涉及国家发改
委、住建部、农业部等多部委。

除强化企业主体责
任、培育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企业，《意见》还
鼓励企业探索在餐饮企业
厨房、屠宰车间、肉类加工

车间和无害化处理车间等
关键环节安装摄像装备，追
溯废弃物流向，试点在居民
家庭厨房开展厨余垃圾粉
碎处理。同时强调，抓紧研
究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实用技术，加快制定地沟
油的科学鉴定方法。

查处力度不断加大

地沟油一般是指用餐
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
物和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
产品等非食品原料生产、
加工的油脂。

2010年7月，国办印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地
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
理的意见》。同年9月至10
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将结合督导检查食品安全
整顿工作，对各地开展地沟
油整治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一些涉及地沟油的重

要案件被查获。据媒体2011
年9月报道，当时公安部指
挥浙江、山东、河南等地公
安机关破获了一起特大团
伙生产销售食用地沟油案
件。山东济南格林生物能源
有限公司生产的地沟油通
过郑州宏大粮油商行在河
南分销。警方当场在郑州宏
大粮油商行查获箱装假冒
品牌食用地沟油100余箱、
散装食用地沟油30余吨，部
分地沟油还被贴上某著名
食用油品牌商标。

虽然查处力度不断加
大，但仍有漏网之鱼，地沟
油流向餐桌的情况屡禁不
止。《意见》称，地沟油综合
整治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
立，制售地沟油的违法犯
罪问题仍时有发生。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
地方查处地沟油“黑”作坊就
有几起。前几日，天津市咸水
沽镇进行日常夜查时发现

周辛庄一处地沟油小作坊，
正在私自加工提炼制作地
沟油。工作人员现场查获已
加工好的地沟油近千斤。

地沟油检测是世界难题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
院副教授朱毅表示，通过
国家近些年的大力整治，
地沟油的治理工作取得很
大成效，地沟油、尤其是泔
水油回流餐桌的情况得到
了遏制。但在治理过程中，

也存在一些难点，比如目前
没有很好的地沟油检测方
法，是世界性难题。因此，地
沟油主要采用源头治理，我
国在台账和可溯源方面做
得还不够到位。另外，对地
沟油资源化利用的补贴还
不够到位，导致这些企业成
本高利润低。

而且现在国人每天食
用油的量比较多，对油的
需求量高，容易良莠混杂，
产生的剩油则成为地沟油
的来源。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