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区政府：

杀人嫌犯陈同佳

拟赴台自首系自愿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1 日了解

到，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下发通知，要求开展截留克扣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专项

整治工作。

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会同财政、发展改革、审计等部

门立即开展一次全面排查整改；

设立举报电话和信箱， 发动教

师、学生、家长、供餐企业提供问

题线索； 逐一建立问题台账，制

定整改方案， 确保举报一项，落

实一项，排查一项，整改一项，严

肃惩处。

通知要求， 各地密切关注群

众反映强烈的地区和学校， 重点

督查是否存在营养膳食补助资金

挪用、拖欠、挤占等问题，确保整

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根据

问题线索， 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开

展专项督导检查。 各地教育部门

会同财政、发展改革、审计等有关

部门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管，将

因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增加的运营

成本、 学校食堂聘用人员工资等

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予以保障，规

范对受益学生家长交纳资金的使

用管理。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

整治“截留克扣农村学生膳食补助资金”

据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 21 日介绍，我

国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平稳， 截至 9 月

底， 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2.99 亿

人，已覆盖超过 93.1%的人口。

卢爱红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国

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平稳， 全民参保

工作稳步推进。截至 9 月底，基本养

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9.56 亿人、2.03 亿人、2.5 亿人，较

去年底分别增加 1323 万人、642 万

人、1136 万人。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工作也取得积

极成效，1至 9月，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减费 2725

亿元。随着调整缴费基数政策逐步落实

到位，政策减负效果进一步增强。

数据显示，1 至 9 月，三项社会保

险基金总收入 4.17 万亿元， 总支出

3.91 万亿元， 截至 9 月底三项社会保

险基金累计结余 6.72 万亿元。 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工作进一步推进，10 个省

份提高了基础养老金水平。

至9月底全国社保卡

持卡人数约13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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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21 日下午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审

议。草案共计七章 75条，聚焦生物

安全领域主要问题，重点保护我国

生物资源安全，促进和保障生物技

术发展，防范和禁止利用生物及生

物技术侵害国家安全。

生物恐怖袭击、生物技术误用

谬用、实验室生物泄露……新的生

物威胁对维护国家安全提出了新

挑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二次会议

期间，共有 214 位全国人大代表提

出七件有关生物安全立法的议案。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生物安全

立法被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立法规划和 2019 年度立法工作

计划，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

委员会负责牵头起草和提请审议。

生物技术是一把 “双刃剑” ，

既有其危险性， 也为人类带来益

处。草案将统筹安全和发展两方面

的要求。

一方面，草案将积极应对国家

生物安全挑战，构建国家生物安全

体系。 记者了解到，生物安全立法

将用法律划定生物技术发展边界，

对生物战和以非典、 埃博拉病毒、

非洲猪瘟等为代表的重大新发突

发传染病及动植物疫情等传统生

物威胁，以及新的生物威胁作出防

范，保障人民健康和社会安定。

此外， 草案明确社会各方面的

生物安全责任， 界定公共管理部门、

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权利义务关

系，将通过立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生

物安全管理体制和机制，通过制度安

排保护和运用好应对生物威胁的物

质基础和条件，依法守护好国家生物

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

另一方面，我国在生物技术研

发、 基础设施建设上相对落后，在

技术、 产品和标准上有较大差距，

生物安全原创技术少， 优秀成果

少。生物安全立法将国家生物安全

能力建设纳入法律。 业内人士指

出，以法律形式将鼓励自主创新的

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固定下来，牢

牢掌握核心关键生物技术，对依法

保障和推进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

提升防范风险和威胁的能力具有

重大意义。

据新华社电 中国天文学会原理

事长崔向群院士 20 日说，尽快建造 10

米级口径的通用型地面大型光学红外

望远镜， 将缩小我国地面光学天文装

置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与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中国天眼” ）相比，大口径光学红

外望远镜有不同的观测目标和方法。

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十三

五”规划中，大型光学红外望远镜已被

列为优先项目之一。

在当天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天泉

湖天文论坛” 上，崔向群表示，大口径

光学红外望远镜对研究超大质量黑洞

的形成、星系的形成和演化、发现和研

究太阳系外类地行星等具有重要意义。

崔向群表示， 我国大型光学红外

望远镜在采用成熟技术的同时， 应密

切结合 21 世纪新技术发展应用，以保

持科学目标的先进性。

“中国·天泉湖天文论坛” 由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紫金山天文台等

机构主办。 主办方希望鼓励国内外天

文领域专家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挑战

前沿科学问题， 并共同推动天文科学

传播的创新发展。

我国将建大口径

光学望远镜

■新闻速递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京举行

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审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

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关于

密码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关于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修改情况的

汇报、 关于森林法修订草案修改情

况的汇报、 关于社区矫正法草案修

改情况的汇报、 关于提请审议未成

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关于

提请审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

草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档案法

修订草案的议案、 关于国家监察委

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议

案、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

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

决定草案的议案等。

多个议案提请审议

在中国西陲的新疆帕米尔高

原，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

到瓦恰乡之间有条蜿蜒的盘山公

路，海拔超 4200米，全长 36公里，最

大落差近 1000 米， 被当地人称为

“高原天路” 。 盘山公路弯曲盘旋的

走势与周边雄浑壮丽的风光， 共同

构成一幅壮美画卷。

这条公路名为吾格亚提盘山公

路，2019 年 7 月投入使用， 便利了

山区农牧民的出行。（图为 10月 20

日无人机拍摄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塔

吉克自治县吾格亚提盘山公路。 ）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

20 日晚发表声明表示，涉嫌在台

湾杀人的嫌疑人陈同佳日前表

示愿出狱后到台湾自首，这纯粹

出于其个人自愿， 关于陈同佳

“被自首” 甚至涉及政治操作的

指控完全失实。

声明指出， 香港特区崇尚法

治，警方打击罪案不遗余力，特区

政府律政司在检控方面严格把

关。 律政司已就陈同佳案充分全

面地考虑了警方的调查及全部所

得证据， 并确认在香港只有足够

证据控告陈同佳清洗黑钱罪，没

有足够证据控告他其他罪行，包

括企图谋杀或所谓“蓄意计划杀

人罪” 。

声明表示，香港执法、检控、

司法机构保持政治中立， 完全按

所得证据行事，对于无中生有、凭

空捏造的说法， 包括所谓的调查

不足、 漠视追诉其杀人罪行的情

况、 香港有司法管辖权而不应用

等，特区政府表示遗憾。

声明表示，港方过去一直向台

方明确表示，乐意提供合法可行的

协助，以便台方调查相关案件。

飞阅帕米尔高原的“天路”

陈同佳 2018 年 2 月偕女友

潘晓颖赴台游玩， 其间在酒店房

间发生争吵，女子被其箍颈致死，

复遭塞入行李箧拖至荒郊弃尸。

在港被警方拘留期间， 陈同佳对

此直认不讳， 但由于案发地点不

在港，证人与证物俱无，控方无法

就杀人案提出起诉， 就算要求作

为背景考虑也不获法庭接纳，只

能控以处理“犯罪得益财物” 罪。

案件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