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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1 日
电(记者董瑞丰)记者从中国
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了解到，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
和姚期智两位教授已依照

《中国科学院章程》和《中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暂行办法》正式转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6 年底，已放弃外国
国籍成为中国公民的中国科
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和姚期
智两位教授先后提出，希望
根据《中国科学院章程》规定
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因外籍院士提出转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在学部历史上
是首次，无先例和程序可循，
中科院学部主席团高度重
视，经审慎深入研究，专门制
定了《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暂行办
法》。按照新制订的程序和规
则，杨振宁院士加入中国科
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姚期智
院士加入中国科学院信息技
术科学部。中国科学院院士
目前人数为 754 位，外籍院
士人数为 78 位。

杨振宁院士 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先后创立“杨-米尔
斯规范场”论和提出“杨-巴
克斯特方程”，因与李政道共
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
守恒原理而获 1957 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

姚期智院士长期从事计
算机科学和量子信息科学研
究，创建通讯复杂性和伪随
机数生成计算理论；奠定现
代密码学基础，在基于复杂
性的密码学和安全形式化方
法方面有根本性贡献；解决
线路复杂性、计算几何、数据
结构及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开
放性问题并建立全新典范；
2000 年获得计算机科学领
域最高奖图灵奖。

据了解，多年来，中国科学院学部不断
推进建设“院士大家庭”，以学部的光荣传统
和历史贡献凝聚院士群体，不断为国家重大
决策咨询、前沿科技发展引领做出更大贡
献。随着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各方面不断取
得巨大进步，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凝聚力和影
响力在国内外不断提升。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完成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任务要求，自 2014
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学部启动修订和出台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对院士遴选机制、院士行为规范以及学部如
何发挥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功能等方面的
工作进行了多项制度性和实践性的改革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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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提出建立健全

冤假错案防范纠正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1 日电(记者丁小溪)最高人民法
院 21 日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将积极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
事诉讼格局，健全落实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疑罪从无
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推动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有效防
范和及时纠正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戴长林在 21 日举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审判是刑事诉讼中
决定被告人罪责刑问题的决定性环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底线标准就是要切实防范冤假错案。

根据实施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定
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坚持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不
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认定被告
人有罪，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
准；坚持程序公正原则，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
裁判的实体公正。

“反思目前发现和纠正的冤假错案，除了有罪推定等错
误司法观念尚未根除外，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一些关键性
的诉讼制度未能落到实处。”戴长林表示，实施意见致力于
解决制约公正审判的制度难题，有助于推动在刑事诉讼过
程中抓源头、重制约、守底线，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起
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问题。

新华社北京 2 月 21 日电(朱基钗、王子
铭)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1 日集中公布了十
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最后 13 家单位的巡
视反馈情况。至此，本轮巡视反馈情况全部向
社会公布。

21 日公布巡视反馈情况的 13 家单位
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党
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日报社、中国工程
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

央电视台、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红十
字会。

经中央批准，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
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党
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中国外文
局、光明日报社、中国日报社、经济日报社、中
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
延安干部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国家行政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中央电视台、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归
国华侨联合会、中国法学会、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等 27 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视，同时对
北京、重庆、广西、甘肃等 4 个省区市进行“回
头看”。

本轮巡视共派出 15 个中央巡视组，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全部进驻，在被巡视地区
和单位工作 2 个月左右。近期，中央巡视组
陆续向被巡视地方和单位党组(委)反馈巡视
意见。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于 2 月 13 日起
已陆续公布对北京、重庆、广西、甘肃等 4 个
省区市进行“回头看”的反馈情况和对中央编
译局、中国外文局、光明日报社等 14 个单位
的反馈情况。

中央第十一轮巡视反馈全部公布

新华社北京 2 月 21 日电(记者乌梦达、
李劲峰、刘硕、陈尚营)中央巡视组近日向有
的地方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中提出，“存在
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等问题”。“新华视点”记者
梳理发现，近年来，在中央巡视组对多个被巡
视对象的反馈意见中，领导干部“以权谋房”

的表述多次出现。

“以权谋房”问题不容忽视

自 2015 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在巡视一
些地方和单位过程中，均提及“以权谋房”问
题。

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中指出，航天科技
集团有领导人员低价购买下属企业开发的
“商品房”或建设超标住房；中国邮政有的领
导人员在住房和薪酬分配中违规牟利；铁总
也存在领导干部多占住房的情况。

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一些领导干
部涉房腐败的问题比较严重。被称为“双百院
长”的原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王天朝，在
2004 年至 2014 年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房
产 100 套，总价值超过 8000 余万元。河北省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
群，被调查时家中搜出 1 . 2 亿元现金之外，
还拥有 68 套房产。

在领导干部“以权谋房”问题中，北京市
委原副书记吕锡文很典型。中纪委披露，吕锡
文在担任西城区和北京市领导期间，对辖区
国有企业金融街集团给予帮助扶持，从金融
街开发集团开发的高档小区中以低价为自己
购买一套住房后，陆续为家人、亲戚购买五套

住房，购房价与市场价相差上千万元。
2 月 20 日，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吕锡文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处罚金人民币 200 万元；对扣押在案
的受贿所得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官员“以权谋房”三大途径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山
鹰说，近几年，一些大中城市房价节节攀升，
与住房相关的“以权谋房”不正之风也不断出
现。从过去福利分房时期的违规占用、分配向
利用职权收受房产的权钱、权房交易转变，一
些官员收受房产数量令人“瞠目”。

——— 直接收受房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去年审判的石河子市
原市委书记宋志国受贿案中，宋志国接受下
属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总经理王某请托，对
公司经营发展提供支持，并为王某弟弟调动
工作。作为回报，宋志国先后收受王某送的住
宅一套，商铺四间。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银川市原党委常委夏夕云受贿案审理
查明，2010 年 8 月，夏夕云想给父母在银川
买一套住房，苏某为感谢夏夕云多年支持，出
资在银川市兴庆府大院买了一套房装修后送
给夏夕云，夏夕云又以 90 余万元将房屋转卖
给他人。

——— 违规分配谋房。天津市纪委 2016 年
11 月份通报显示，河东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孟晓光在担任区房管局办公室主任期间，在
无拆迁购房证明情况下，违规购买三套经济

适用房，供本人及亲属居住。中纪委通报显
示，北京市纪委机关生活服务中心原副主任
杨晓成隐瞒已购买过经济适用房的事实，以
无房人员名义违规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

——— 低价“打折”购房。一些领导干部认
为低价买房只是“小节”，不是什么大问题，但
特权背后，也是腐败犯罪。在原北京市交管局
局长宋建国受贿案中，宋建国为北京马桥神
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某某办
理多副“京 A”号牌，为此，宋建国为其情妇以
明显低于市场价的 94 万元购买到翟某某公
司开发的房屋两套。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
水表示，2007 年“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已规
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
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
人购买房屋的，按照受贿论处。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个人事项

报告抽查制度

一些落马干部为何偏爱房产？专家指出，
过去不动产登记制度尚未联网，领导干部个
人事项报告抽查等制度落实存在漏洞，房产
价格逐年飙涨，低价打折购房等“以权谋房”
比直接收受钱物更隐蔽，诸多因素造成贪官
受贿经常选择房产。

专家建议，针对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现
象，应加快推进不动产登记制度、严格落实领
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抽查制度。适时对领导
干部多占住房、“以权谋房”问题进行专项集
中整治，限期腾退违规占有和占用的住房，对

超期不退和监管不力的严肃追究。
目前，一些单位和地方已经对违规侵占

公房开展清理整顿工作。国开行在巡视整改
情况通报中介绍，关于利用职权低价向贷款
单位购房涉嫌利益交换问题，按照市场化原
则，采取补缴补价房款等方式整改。关于有的
领导长期占用周转房、有的多地分房、有的未
如实申报个人住房等问题，彻底摸清公房底
数，列出公房清单；认真做好多占和无故占用
相关房屋的清理回收。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通过大数据
平台比对，有效发现与查处利用职权违规购
置经济适用房、领取廉租房补贴等“以权谋
房”问题。

湖北省黄石市纪委对城建部门提供数据
比对后，发现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五里堤
社区党支部书记冯声义，其妻子购买经济适
用房，两个女儿享受低收入家庭住房租赁补
贴的异常情况。纪检部门核查发现，冯声义利
用职务便利，为妻子制作虚假申请材料，骗取
经济适用房申购资格，并购得经济适用房一
套；伪造两个女儿的住房条件等材料，违规申
请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租赁补贴，共计领取
1 . 9 万余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表示，对
利用亲属他人持有房屋等隐蔽的“以权谋房”
现象，仍然需要加大举报、查处力度。

“以权谋房”：近年来巡视反馈高频词

新华社济南 2 月 21 日电(记者王
志 、邵琨)备受关注的中国“专车第一
案”——— 陈超诉济南市公共客运管理服
务中心客运管理行政处罚一案，近日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判决，驳回
济南客运管理中心上诉，维持原判，即撤
销济南客运管理中心对“专车”司机陈超
的行政处罚。

2015 年 1 月，济南市民陈超在使用
滴滴专车软件开“专车”送客时，被济南
客运管理中心认定为非法运营的“黑
车”，予以查扣并处 2 万元罚款。不满处
罚结果的陈超一纸诉状将济南客运管理
中心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行政处罚。此案
是针对“专车”这一新生事物的首例行政
诉讼案，因而被称为中国“专车第一案”。

2015 年 4 月，此案在济南市市中区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双方就被告是
否具有行政处罚主体资格和行政权限、
处罚的程序是否合法、被告做出的行政
处罚依据事实是否充分、被告的法律适
用是否正确等焦点问题展开了讨论。由
于案情复杂，此案先后四度延期审理。

2016 年 12 月 30 日，济南市市中区
人民法院一审对此案进行宣判。一审判
决认为，虽然济南客运管理中心对未经
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的行为可以
依法进行处罚，但在现有证据下，其将行
政处罚所针对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全部
归责于陈超，并对其个人做出较重的行
政处罚，处罚幅度和数额畸重，存在明显
不当。另外，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载明陈
超违法事实的时间、地点、经过以及相关
道路运输经营行为的具体情节等事项，
判决撤销济南客运管理中心对“专车”司
机陈超的行政处罚决定。

一审判决后，济南客运管理中心不
服一审判决，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济南客运管理中心上诉称，行政
处罚决定并不存在处罚畸重的情形，原
审判决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存在明显
不当，应予以撤销的理由不成立。行政处
罚决定书的载明事项符合法律规定。原
审法院超越案件事实，基于网约车系新
业态的特殊背景做出判决，明显不当。请
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陈超诉
讼请求。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陈超的行为构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
汽车客运经营，但济南客运管理中心做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处罚幅度和数额
畸重以及处罚决定书记载事项不符合法
律规定的情形。原审判决据此予以撤销，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
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济南客运管理中
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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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鉴定办法废止

评价将由市场“唱主角”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1 日电(记者陈芳、胡喆)科技成果
评价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环节，过去一直由政府科
技主管部门对科技成果进行鉴定。21 日，记者从科技部获
悉，科技部已正式废止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各级科技行
政管理部门的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将由委托方交给专业评
价机构执行。这意味着，我国正探索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
新型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新型科技成果评价将由市场“唱主
角”。

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司长许倞表示，按照国务院此前有
关部署，按照依法行政、转变职能、加强监管、优化服务的原
则，明确科技成果鉴定要改变管理方式，科技成果评价工作
由委托方委托专业评价机构进行，由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
实行自律管理。

在业内人士看来，以往由科技主管部门单纯鉴定“是
否”为科技成果，鉴定标准难统一。许倞表示，由第三方专业
机构取代主管部门进行成果评价，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在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进一步“简政放权”。

据介绍，通过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对科技成果的科学
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进行客观、公正的评
价，将有利于科技成果尽快获得投资方、合作方的认可以及
政府支持，便于技术交易的顺利进行。

“未来，新型科技成果的评价将更多依靠第三方进行和
评价。”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表示，科技管理部门主要应规范
科技成果评价机构的发展，研究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服务的
指导性意见建议，通过政策引导，“既为中介服务机构发展
留足空间，也要掌握底线、引导服务机构健康持续发展。”

新华社“决心”号 2 月 21 日电(记者张
建松)21 日，由我国科学家主导的第三次南
海大洋钻探顺利完成首个钻孔任务，科学
家基本摸清了钻孔位置 800 万年以来的海
底沉积特点和规律，为即将开展的基底岩
石钻探奠定了良好基础。

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
33 名中外科学家乘坐美国“决心”号大洋钻
探船，于 2 月 14 日抵达北纬 18 . 4 度、东经
115 . 9 度的目标钻探海域，开始进行第三次
南海大洋钻探。旨在钻取南海基底岩石，探寻
“大陆如何破裂、陆地为什么会变为海洋？”科
学之谜，检验国际上以大西洋为“蓝本”的非
火山型大陆破裂理论。

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的首个钻孔编号为
U1499A，水深在 3770 米左右。连日来，“决
心”号用先进的 APC、XCB 等钻探取样设
备，共钻取了 71 管海底沉积样品，钻孔深度
为 659 . 2 米。

据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 IODP367 航次
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孙珍教

授介绍，目前“决心”号上的中外科学家已对
首个钻孔沉积样品的形成年龄、沉积速率、岩
性等进行了初步研究。古生物与古地磁的研
究均判断，首个钻孔的沉积样品最早是 800
万年前沉积的。

首个钻孔只有最上面的 48 米是深海软
泥样品，属于“平静有序”的典型深海沉积；
48 米以下的绝大部分沉积样品则“动荡无
序”，反映了 800 万年以来，南海海底大部分
时间都处于“惊心动魄的风云变幻”状态，海
底滑坡、深海浊流、远距离搬运、生物扰动等
事件频发。其中有两段最动荡的时期，分别
在海底形成了厚达 70-100 米、延伸达数百
公里的砂层。

“在每次大洋钻探中，首个钻孔都至关
重要，直接决定了后续钻探能否顺利进行。
我们发现首个钻孔的样品数据，与前期我
们开展的地震研究非常吻合。这非常令人
振奋，更增加了成功钻取基底岩石、实现钻
探目标的信心。”孙珍说。

在首个钻孔内，科学家原计划要进行“测

井”，以获取井壁的密度、伽马射线、磁化率
等科学数据。但由于钻孔穿透松散的砂层，
多日连续钻探取芯，已使钻孔“摇摇欲坠”
很不牢固。为了保证安全，科学家决定放弃
在这里的测井工作。计划在本航次钻探任
务结束之前，专门打一口小孔径的井，进行
测井工作。

根据下一步工作计划，“决心”号将在
首个钻孔附近相同的沉积地层，再打第二
个钻孔，编号为 U1499B。这个钻孔将专门
用来钻取海底的基底岩石。为了保证钻孔
安全，将对 650 米以上的沉积层“嵌入”套
管保护起来；从 650 米以下才开始进行取
样，直至钻取基底岩石。

在 3700 多米的海下进行大洋钻探
充满了风险。20 日，“决心”号上的升降
设备出现了故障，经过一天的紧急修
理，才将取样管从钻杆里“拔”了出来。
在首个钻孔的钻探过程中，还出现了钻
头损坏的情况，所幸没有造成钻孔故
障。

▲ 2 月 21 日，“决心”号钻探工人在工作。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完成首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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