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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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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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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

意透支信用卡超 5 万元可判 5 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道路客运领

域 “军人依法优先出行” 更有保障，

“扫黄打非” 举报最高可奖励 60 万

元……12月， 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

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 28 日公布并将于 12 月 1 日

起施行的司法解释， 恶意透支信用

卡， 数额在 5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

的， 将被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恶意透

支信用卡 “数额较大”。

该司法解释明确， 持卡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超过规定限额或者

规定期限透支， 经发卡银行两次有

效催收后超过 3 个月仍不归还的，

即为刑法规定的 “恶意透支”。 恶意

透支的数额是指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时尚未归还的实际透支的本金数额，

不包括利息、 复利、 滞纳金、 手续

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

根据交通运输部、 中央军委后

勤保障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道路

客运领域军人依法优先出行权益有

关事项的通知， 12 月 1 日起， 全国

汽车客运站、 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者

应当在购票、 安检、 候车、 乘车等

环节对军人提供优先服务， 随同军人

出行的家属可一同享受优先服务。

通知明确， 设有售票窗口的汽

车客运站应设置军人优先售票窗口。

汽车客运站应安排持有效证件的军

人及随行家属优先购票、 安检和乘

车， 服务人员应积极主动做好服务

引导工作。

根据全国 “扫黄打非” 工作小

组办公室、 财政部、 国家新闻出版

署、 国家版权局四部门联合修订并

发布的新的 《“扫黄打非” 工作举报

奖励办法》， 自 12 月 1 日起， “扫

黄打非” 举报最高可奖励 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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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引起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 特

别引发了法律和伦理方面的争议。

29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科学

技术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三部

门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表

示： 此次事件性质极其恶劣， 已要

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

动， 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国家卫健委：

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国家卫健委高度关注近期有关

“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 的信

息， 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赴当地和

当地政府共同认真调查核实。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始终重视

和维护人民的健康权益， 开展科学

研究和医疗活动必须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伦理准则进行。

“目前媒体所报道的情况， 严

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

相关部门和地方正在依法调查， 对

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曾

益新说。

曾益新呼吁， 当前科学技术发

展迅速， 科学研究和应用更要负责

任， 更要强调遵循技术和伦理规

范， 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维护人类

生命尊严。

科技部： 已要求有关单位

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开展以生殖为目的

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临床操作在中

国是明令禁止的， 此次媒体报道的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公然违反国家

相关法规条例， 公然突破学术界伦

理底线， 令人震惊， 不可接受， 我

们坚决反对。

徐南平介绍， 科技部已要求有

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

“下一步， 科技部将在全面客

观调查事件真相的基础上， 会同有

关部门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徐南

平说。

中国科协： 取消贺建奎

“中国青年科技奖” 参评资格

日前， 中国遗传学会、 中国细

胞生物学会、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

会联合体以及一批科技工作者已相

继发出严正声明， 表明中国科技界

的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 反对挑战

科学伦理的任何言行。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

席怀进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事件性质极其恶劣， 严重损害

了中国科技界的形象和利益。 我们

对涉事人员和机构公然挑战科研伦

理底线、 亵渎科学精神的做法表示

愤慨和强烈谴责。

“中国科技界坚决捍卫科学精

神和科研伦理道德的意志决不改

变， 坚决捍卫中国政府关于干细胞

临床研究法规条例的决心决不改

变， 坚守科技始终要造福人类、 服

务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初心决不改

变。” 怀进鹏说。

据悉， 中国科协将进一步加大

面向科技界的科研伦理道德的教育

力度， 以 “零容忍” 的态度处置严

重违背科研道德和伦理的不端行

为， 取消贺建奎第十五届 “中国青

年科技奖” 参评资格。

“我们将继续加大在全社会弘

扬科学家精神工作力度， 为科技创

新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

设营造良好的文化和生态环境。”

怀进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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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科技部、中国科协负责人回应“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科研活动

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一批新规

12月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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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

１１

月

２９

日电

韩

国大法院 （最高法院） ２９日就两起

二战时期遭日本强征韩国劳工的索

赔案做出判决， 支持韩国法院此前

要求日本企业三菱重工赔偿韩国劳

工的裁定。

在一起案件中， 原告方提出

１９４４年在三菱设于名古屋的飞机工

厂工作， 但没有获得劳务报酬。 原

告说， 当时受到学校校长欺骗， 加

入相关女性务工组织， 原以为可以

获得高额报酬。 原告中包括 ４ 名女

性受害者和一名受害者的家属。

原告先是在日本提起诉讼但未

获支持， 随后于 ２０１２ 年在韩国提

出起诉， 先后在两个级别的法院胜

诉。 大法院 ２９ 日维持之前的裁定，

判处三菱向每名原告赔偿 １亿到 １．５

亿韩元 （１韩元约合 ０．０００９美元）。

在另一起案件中， ６ 名受害者

提出 １９４４ 年他们在三菱设于广岛

的军火和造船厂被迫无偿工作。 大

法院 ２９ 日判决， 三菱向每名原告

赔偿 ８０００万韩元。

韩国大法院的裁定再次引起日

本政府不满。 据韩国媒体报道， 日

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当天发表声

明， 称韩方裁决结果令人遗憾、 无

法接受。

这是韩国大法院在 １０ 月 ３０ 日

判处日本新日铁住金公司赔偿二战

时期强征劳工的 ４ 名韩国受害者每

人 １ 亿韩元之后， 再次做出支持韩

国劳工索赔权的判决。

日本二战时期强征韩国劳工索

赔权一直是韩日关系中悬而未决的

历史问题之一。 日方坚称， 通过日

韩两国 １９６５ 年恢复邦交时签署的

《日韩请求权协定》， 韩国劳工的请

求权问题已经解决， 韩国民众不能

再向日方索赔。

不过， 韩国大法院在两次判决

中均认定， 韩日 １９６５ 年签署的协

定并不妨碍个人索赔请求权。

韩国大法院再次判定日企赔偿二战时期强征韩国劳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