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野在一个文明和法治的国度里袁应当将各种严
重的暴力伤害行为列为刑法的重点打击对象袁 这也符合刑法
注重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时代精神和发展方向遥 冶全国人大代
表尧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邓辉联合李保民尧余枫等 30名全国
人大代表提交议案袁建议适当降低故意伤害罪入罪野门槛冶遥
邓辉调研发现袁我国当前刑事立法中存在一些野重财轻

人冶的现象院按照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袁行为人盗窃
他人财产 3000元显然属于野数额较大冶而构成犯罪袁但是行
为人故意伤害他人造成被害人轻微伤袁 被害人花费 3000元
医疗费袁行为人却不构成犯罪渊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除外冤曰行
为人多次盗窃尧入户盗窃尧携带凶器盗窃的袁不论数额多少袁
均构成盗窃罪袁但是行为人多次暴力殴打他人尧入户殴打他
人尧携带凶器殴打他人的袁只要未造成轻伤以上结果袁原则上
均不构成犯罪遥

野我国刑法中设立的故意伤害罪袁是以造成被害人轻伤
结果为入罪门槛遥所谓的轻伤袁并非民众认为的皮肉伤袁而是
包含着四肢长骨骨折尧肢体大关节韧带断裂等严重的损伤遥 冶
邓辉分析说袁另一方面袁一些造成被害人外伤性先兆流产尧鼻
骨骨折等野轻微伤冶的严重伤害行为却得不到刑法的制裁遥

野施暴者的违法成本过低袁是当今社会暴戾之气严重袁信
奉耶用拳头说话爷的重要原因遥 加强对公民身体健康权的保
护袁严惩暴力伤害行为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遥 冶全国人大代
表尧弋阳大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长林说遥
邓辉认为袁除了原有的致人轻伤情形之外袁应当将其他

较严重的暴力伤害情形纳入故意伤害罪的范围遥 具体而言袁
建议将我国刑法第 234条第 1款修改为院野故意伤害他人身
体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尧拘役或者管
制院渊一冤致人轻伤的曰渊二冤在公共场所当众殴打他人袁致人轻
微伤的曰渊三冤殴打老年人尧儿童尧孕妇尧残疾人袁致人轻微伤
的曰渊四冤多次殴打他人袁结伙殴打他人袁或者连续殴打多人
的曰渊五冤入户殴打他人的曰渊六冤携带凶器殴打他人的曰渊七冤曾
因殴打他人受过处罚后又殴打他人的遥 冶

据新华社电 野河流治理袁农村是短板遥 冶全国人大代表尧
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玉珍说袁小河水清才能大河
水净袁野河长冶治河要眼睛向下袁要重视小河小溪这些野毛细血
管冶遥
张玉珍去过全国不少地方调研袁发现农村很多小河流满

是垃圾袁水质堪忧院村里小溪漂着垃圾袁散发恶臭曰河流因工
业污水排入而告急噎噎她说袁偏远乡村尧林间山谷的小溪小
流是薄弱环节遥
在全国人大代表尧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郭军看来袁管水治河袁难在野九龙治水冶遥 部门与部门袁岸上与
岸下袁各自为政袁造成管理短板袁垃圾入河就成了顽疾遥

野过去袁你只能管河流本身袁如果有人从岸上扔垃圾袁你
就管不了遥 冶全国人大代表尧福建莆田市委书记林宝金说袁现
在野河长冶就要统筹考虑段与段尧水与岸之间的情况袁把各个
环节统一起来袁齐抓共管遥

野河长冶主要由政府一把手担任袁既要治河袁又要发展经
济袁不可避免存在矛盾遥全国人大代表尧泉州市委书记郑新聪
说袁泉州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工业起家袁纺织尧鞋服尧石材
等主要产业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水污染遥这几年我们一直坚持
问题导向袁抓住水环境整治的野牛鼻子冶袁跨流域行动袁既要金
山银山袁又要绿水青山遥

据新华社电 野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
基础袁就像是楼房的地基一样遥 冶全国人大
代表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庞丽娟
联合方新尧 韩晓武等 30多名代表提交议
案袁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遥
她介绍袁2010年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 渊2010原2020年冤曳 出台以
来袁我国学前教育取得了很大发展袁但由于
长期底子薄尧历史欠账多袁仍然是教育体系
中的最薄弱环节遥

野我们调研发现袁资源不足特别是普惠
性资源严重不足是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的突
出矛盾遥 冶她说袁不少地方幼儿园存在教师
数量缺乏尧且专业素质不高的问题遥 全面二

孩政策的落地袁 更为学前教育发展带来了
挑战遥
她表示袁要想确保学前教育能够健康尧

可持续发展袁 最根本的还是要尽快研究出
台我国学前教育的专门法袁 解决学前教育
中存在的问题遥
庞丽娟等代表建议袁 以法律形式明确

学前教育性质尧地位袁明确规定各级政府
与相关部门的主要责任袁同时对学前教育
的投入与运行保障体制尧办园体制尧教师
待遇保障政策等作出明确规定袁并制定对
农村尧革命老区等贫困地区的倾斜支持政
策袁对贫困地区和弱势人群的基本免费保
障制度等遥

据新华社电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袁 今年
高校毕业生 苑怨缘万人袁再创历史新高袁要实
施好就业促进尧 创业引领尧 基层成长等计
划袁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遥 参加全国两会的
代表委员们表示袁 要改变当前大学教育严
进宽出现状袁错位培养办出特色袁改革完善
高校就业评价体系曰 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就
业观念野转型冶袁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之路遥
全国人大代表尧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

王均金表示袁 要从体制机制改革角度袁落
实好高校办学自主权袁改变当前高校毕业
生面广量大培养趋同的现状袁严把出口质
量关袁 与社会结合袁 甚至与项目结合各具
特色办学遥 野这样出来的学生有学问尧有实
践尧有研究能力袁底子比较厚袁社会才会比
较需要遥 冶

野改革完善高校就业评价体系势在必
行遥 冶全国政协常委郑惠强表示袁面对日益
严峻的就业形势袁野就业率冶 的高低往往成

为高校招生时比拼的重要指标遥 野既要防止
出现就业率耶注水爷现象袁更要根据学生就
业多元化状况袁 对有就业意愿的应届毕业
生尧自主创业毕业生尧耶慢就业爷毕业生等不
同群体分别进行统计尧分析和评价遥 冶

全国人大代表尧 东华大学严诚忠教授
表示袁 要突破传统就业理念袁 通过政策引
导袁扭转高校毕业生集中涌向大城市尧热门
行业尧高薪领域的局面袁向国家急需的领域
和地区尧向基层输送更多毕业生遥 野我国的
城镇化建设尧 先进制造业发展等需要大量
的优质人力资源袁 广大高校毕业生大有可
为遥 冶

近年来袁 少量高校毕业生出于各种原
因选择野缓就业冶甚至野不就业冶袁严诚忠代
表表示袁这种选择并不利于个人成长遥 野要
鼓励毕业生走出校园尧走出家庭袁在接地气
的锻炼中补充社会实践经验袁 而不是过度
强调耶专业对口爷尧一步到位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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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野在我们
责任范围内袁 逢舰必跟尧 来机必
拦袁时刻保持敌情观念袁时刻保持
官兵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
水平遥 冶针对有关国家近年来多次
派舰机进入南海活动袁 全国人大
代表尧海军副参谋长王维明说袁下
一步海军将根据需要加大海空巡
逻力度袁 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和
安全遥

王维明说袁 中国海军驱护舰
的数量将越来越多袁越来越好袁正
在向上万吨发展曰 由我国自主设
计的航母袁 目前主船体已在坞内
合拢成型袁 正在开展设备安装和

舾装等建造工作曰 海军陆战队的
建设袁也将加快步伐遥

全国两会期间袁 部分海军代
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袁 将努
力建设一支能够有效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的强大海军袁 有信心有能
力捍卫祖国的万里海疆遥
全国人大代表尧 海军装备部

政委厉延明说院野2017年袁 我们会
在建造的数量尧型号尧质量尧性能
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遥 冶全国人大
代表尧 东部战区副政委兼东部战
区海军政委王华勇说院野海军正在
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型袁 这是
我们的信心袁也是我们的底气遥 冶

全国人大代表尧海军副参谋长王维明院

国产航母正在开展设备安装工作

据新华社电 加大校服改革力度袁 让更
多中小学生穿上好看又安全的校服袁 成了
一些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遥 全国人大代表尧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礼雅小学校长蒙兰凤
说袁校服生产企业要有担当袁不能把校服只
当成一门生意来做袁要把提升校服品质尧保
卫孩子身心健康作为企业的使命遥

教育部等四部门 2015年联合发布叶关
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
见曳袁 要求各地方相关部门确保校服品质袁
发挥校服育人和审美功能遥 蒙兰凤说袁长期
以来多地以野面口袋冶运动服做校服袁这不
利于释放孩子的天性和身心成长遥

蒙兰凤建议袁从校服款式上做好文章袁

融入校园文化成分袁 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审
美情趣尧审美能力遥

相比校服是否好看袁蒙兰凤更关注校服
质量遥 她说袁目前袁落后的校服产能有从东部
向西部转移的趋势遥 她建议袁要使校服采购
透明化袁鼓励野家委会冶参与校服选购决策袁
增加野家委会冶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比例遥

蒙兰凤建议加快建立校服质量 野黑名
单冶制度袁不仅要杜绝野毒校服冶袁也要防止企
业以去库存为借口袁 用老标准货品蒙混过
关遥 同时袁教育尧工商尧质监部门应当严查地
方保护行为袁尤其是以野定点冶野定商标冶等方
式干涉交易的乱象袁加快东北尧中西部等地
校服市场向沿海样板地区对标的节奏遥

全国人大代表蒙兰凤院
“不能把校服生产
只当成一门生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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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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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毛细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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