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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業稅收佔比大降

盜竊案偷滿千元才起刑定罪

去年，內地鋼鐵行業產能過剩，馬
鞍山第一支柱企業馬鞍山鋼鐵集團（簡
稱 「馬鋼」）由盈轉虧，直接導致馬鞍
山市稅收減少十餘億元。然而，該市經
濟整體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態勢，且主要
指標實現 「五個突破」，即規模以上工
業增加值突破500億元，財政收入突破
2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突破1000億元，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萬元，農
民人均純收入突破1萬元。

冀成「萬馬奔騰」新格局
在張曉麟看來，這些成績的取得是

馬鞍山力推動轉型發展的結果。據介
紹，先有馬鋼後有馬鞍山市，馬鋼多年
來在該市經濟總量中佔到一半以上的分
量，2008年馬鋼上交稅收56億元，佔當
年全市財政收入的50%，工業增加值佔
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55.6%。

據分析，這種產業結構最大的弊端
在於經濟支撐點太少，抵禦市場風險的

能力很弱。過於單一、依賴性過強的產
業結構所帶來的發展壓力，讓馬鞍山選
擇了產業轉型，堅持優勢傳統產業與戰
略性新興產業的融合發展，努力改變馬
鋼 「一枝獨秀」的局面，構建 「一馬當
先」帶動 「萬馬奔騰」的產業新格局。

具體而言，馬鞍山力打造 「四個
中心」，即重型裝備製造中心、江海聯
運樞紐中心、運動健康休閒中心與綠色
食品供應中心。此外，根據國家戰略性
新興產業的發展要求，該市制定了 「一
基地四園區」發展規劃，包括港口物流
基地、鋼鐵生產交易產業園、汽車及零
部件生產交易產業園、綠色建築裝飾材
料生產交易產業園和電子信息生產交易
產業園。

其中電子信息生產交易產業園方面
，馬鞍山市依託自身數字硅谷、光伏光
電產業等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優勢，通過
招商引資等途徑，重點發展電子通訊設
備、光伏光電、電子元器件、家電整機

及配件、軟件及電子商務等產業，實現
電子信息產業從上游向下游延伸、價值
鏈從低端向高端轉移，建成全國知名的
電子及數碼產品研發生產交易基地。

赴港招商擬自辦兩活動
張曉麟同時表示，馬鞍山注重將轉

型發展與承接產業轉移相結合，香港歷
來是該市最主要的外資來源地。目前，
在該市開業的主要港企有68家，佔全部
外商投資企業的45%。港資企業投資總
額23億美元，佔該市外商投資總額的
64%。

按計劃，安徽省政府本月將赴香港
舉辦皖港經貿交流活動。馬鞍山市除參
加省團各項活動外，還安排了兩項自主
活動，分別是馬鞍山市政府與香港電子
業商會合作舉辦的皖港電子產業園推介
會、華菱星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舉辦的
華菱重卡投放香港市場產品發布會。

參加此次會見的還包括安徽省委宣
傳部副部長、省政府新聞辦主任張宗良
，省政府新聞辦副主任陳仁啟，馬鞍山
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盛厚林，副市長王
曉焱，市政府秘書長楊勇義，市委宣傳
部副部長、新聞辦主任梁發年等。

華菱星馬汽車集團董事長劉漢如2
日對記者透露，擬於本月下旬在港舉辦
華菱重卡投放香港市場產品發布會，通
過華菱星馬公司合作商香港大中華商用
汽車的積極配合，會議地點、時間已初
步敲定，屆時將派出三台整車和一台發
動機赴展，產品出入關及相關布展工作
正在推進中。

據介紹，本次計劃投放香港市場的
產品為H08星凱馬右駕車，均裝備歐五
發動機。前不久，在安徽定遠國家汽車
試驗場，華菱星凱馬歐五發動機兩款車
型（4×2牽引車，6×4牽引車）全部通
過了嚴格按照歐洲標準（ECE）進行的
整車認證試驗。此次認證的通過，標誌
內地自主品牌重卡企業首次取得了歐
五車型的出口資質。

港訂單已破百
對於H08星凱馬等產品即將登陸香

港市場，劉漢如很自信，他認為，相比
轎車市場，中國的商用車企業在國際競
爭時更具優勢，未來將在海外市場上大
有作為。他還透露，目前已經接到香港
方面購置數百台的訂單。 「我們是根據
客戶的個性訂單來生產，這樣可以保證
公司零庫存。」

他介紹稱，華菱星馬是全國重要的
重型卡車、重型專用車及零部件生產研
發基地，其生產的星馬專用車在市場上
知名度較高，長期佔據國內市場的龍頭
地位。該公司重型卡車發展的過程中一
方面替代了進口，同時，通過技術引進
和合作，包括內地商用車企業自身的努
力和技術進步，目前重型卡車已出口到
東歐、北非、東南亞、南美等六十多個
國家和地區。

【本報記者陳安琪文昌三日電】來自新加
坡、美國、加拿大、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160
多位文昌籍華僑日前參觀了文昌市東路鎮的海
南航天工程育種種植實驗基地。

海南航天工程育種實驗基地於2011年1月
動工建設，選址於海南永青現代農業園區，規
劃佔地500多畝，計劃投資2360萬元。該項目
由文昌市政府、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和海南永
青集團共同投資建設，除了溫室大棚，還配有
全自動氣象站、自動灌溉施肥系統等。

文昌航天工程育種項目以海南航天發射中
心為依託，利用空間技術研究院的空間飛行器
搭載資源，由中科院對海南常種品種進行高科

技生物技術的檢驗、檢測及選育，將在全省的
97個農業服務站推廣應用。

華僑代表先後參觀了航天工程育種基地的
景觀溫室，育苗溫室及自動化播種生產線，單
棟防風溫室及航天蘆筍種植情況。

香港華僑代表符曼看種植實驗基地新鮮
的瓜菜， 「這裡種植的番茄顏色看上去好亮澤
，聞聞都覺得好香。」她還稱，這裡的瓜菜比
香港的新鮮多了。

香港華僑符文靜則告訴記者，她希望當
地政府能將更多的優惠政策傾向華僑，提供
更為優良的環境，吸引更多華僑回鄉投資建
設。

文昌華僑參觀航天育種基地

受金融危機影響，全球鋼材市場近幾年來持續低迷，加上環保要
求越來越高，因鋼設市的安徽省馬鞍山市加快轉型發展步伐。該市市
長張曉麟在4月2日會見香港媒體參訪團時指出，該市轉型發展已初
見成效，去年鋼鐵業上交的稅收佔該市財政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至
6.5%，但要實現華麗轉身仍需一段時間。

【本報記者柏永、鄭旭榮、孫軍馬鞍山三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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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麟張曉麟：：
馬鞍山轉型初見成效馬鞍山轉型初見成效
▲▲馬鞍山打造江海聯運樞紐中心馬鞍山打造江海聯運樞紐中心 ▲馬鞍山市市長張曉麟介紹該市轉型發展情況

▲▲華菱星馬汽車現代化生產線華菱星馬汽車現代化生產線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
人民網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檢察院3日聯合發布辦理盜竊刑事案件
司法解釋（以下稱解釋）。最高人民法
院新聞發言人孫軍工說，與1998年出台

的司法解釋相比，盜竊罪的三個起刑定
罪數額標準均有所提高，規定盜竊價值
一千元人民幣以上公私財物的，適用盜
竊罪。該解釋將於4日起施行。

盜竊犯罪在內地各類刑事案件中

，數量一直居首。數據顯示，2011年
、2012年人民法院一審盜竊刑事案件
數量分別為190825件、222078件，佔
當年所有一審刑事案件數量的22.72%
、22.51%。

孫軍工介紹，1997年刑法修改後，
最高法院於1998年出台了辦理盜竊刑事
案件司法解釋。隨社會治安形勢的變
化，盜竊犯罪案件審理中不斷出現新情
況。刑法修正案（八）又對盜竊罪的規
定作了重大修改，對盜竊犯罪的起訴與
審理提出了新要求。

司法解釋規定，盜竊公私財物價值
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以上的，應
當分別認定為刑法規定的數額較大、數
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各省區市高級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根據本地區經
濟發展狀況，並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
前款規定的數額幅度內，確定本地區執
行的具體數額標準。

八類惡性情形從嚴懲處
兩高有關人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還

表示，司法實踐中對盜竊行為的定罪處
罰，不能 「唯數額論」。解釋對 「數額
較大」的標準提高幅度不大，但對於主
觀惡性大，情節、後果較嚴重的八種情
形，盜竊公私財物 「數額較大」的標準
可以按照解釋規定標準的百分之五十確
定。也就是說，具有 「組織、控制未成
年人盜竊」、 「自然災害、事故災害、
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事件期間，在事件

發生地盜竊」、 「盜竊殘疾人、孤寡老
人、喪失勞動能力人的財物」、 「在醫
院盜竊病人或者其親友財物」等情形的
，將從嚴懲處。

二年盜三次為「多次盜竊」
《刑法修正案（八）》將 「入戶盜

竊」、 「攜帶兇器盜竊」、 「扒竊」規
定為盜竊犯罪的定罪標準。解釋對這三
類行為進行了界定。解釋第三條規定，
在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他
人隨身攜帶的財物的，應當認定為 「扒
竊」，不要求必須盜竊貼身攜帶的財物
才構成犯罪。偷拿親屬財物獲得諒解的
，解釋規定一般可不認為是犯罪。對於
非法進入供他人家庭生活，與外界相對
隔離的住所盜竊的，應當認定為 「入戶
盜竊」。解釋將 「攜帶兇器盜竊」界定
為 「攜帶槍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國
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盜竊，或者為了
實施違法犯罪攜帶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
身安全的器械盜竊」。對於 「多次盜竊
」，解釋明確為 「二年內盜竊三次以上
」，加大了打擊力度。

解釋還規定了盜竊財物數額的認定
方法； 「其他嚴重情節」、 「其他特別
嚴重情節」的認定；盜竊未遂和以單位
形式組織盜竊的處理等問題。

此外，司法解釋還加大了對盜竊文
物行為的打擊力度，規定盜竊未遂，但
是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珍貴文物為盜竊
目標或者具有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的，
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三日消息：2日起，內地
各地公安機關陸續開展了清明祭奠緬懷公安英烈活動。
據公安部統計，近五年來，中國公安民警因公犧牲2204
人，因公負傷16821人。平均每年441名民警犧牲、3364
名民警負傷。

從近五年情況看，犧牲人數列前幾位的警種是：派
出所民警、交警、刑警、治安警、消防警。

因勞累過度導致猝死是民警因公犧牲的首要原因。
近五年來，公安民警因勞累過度猝死1098人，佔同期犧
牲民警總數近一半，其中，去年因勞累過度猝死234人
，佔54.4%，為歷年最高。

暴力襲警是民警因公負傷的主要原因。公安民警因
執法執勤時遭遇犯罪分子暴力襲擊負傷5450人，佔同期
負傷民警總數的三成。

此外，民警英年早逝現象突出。近五年，因公犧牲
民警平均年齡42.8歲。

【本報訊】據中新社廣州三日消息： 「廣州的墓地
並未限售，憑火化證、死亡證、骨灰寄存證三證即可在
墓園購買。」針對互聯網上瘋傳的北京、上海、廣州等
城市開始限售墓位一事，廣州市民政局相關人士3日回
應稱，廣州墓地資源存量不多，但不存在限售現象。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中國大部分省份現有的墓穴都
將在10年內用完，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很多公墓
都出現了墓地緊缺，開始限售墓位。

廣州市民政局相關人士表示，廣州並未發生限售墓
地的事情， 「如果說有限制，那也只是一位逝者只能買
一塊墓地，不能一人佔幾塊墓地。在墓園購買墓地的時
候，需要出示火化證、死亡證、骨灰寄存證等」。

記者致電廣州各大墓園獲悉，該市各處墓園的墓地
尚有存量，價格從幾千元到十多萬元人民幣都有。花都
某墓園推出8800元的骨灰安放位，該墓園工作人員稱，
當地仍有近千個墓位可選。而增城一家墓園提供的售價
上萬面積為1平米的墓穴，也還有不少存量。

此前，廣州市殯葬管理處有關負責人曾對媒體表示
，廣州每年有約5千具骨灰進入墓園墓地，墓園墓地資
源已近飽和，存量非常少。

過勞死成民警犧牲首因

▲江西省婺源縣太白鎮中心小學寄宿學校的留守兒
童相聚一起，手持燭光和親手摺疊的千紙鶴，遙祭
先烈，表達他們的緬懷和哀思之情 中新社

盜竊罪新舊司法解釋對照

數額較大

數額巨大

數額特別巨大

多次盜竊

新解釋

1千元─3千元

3萬元─10萬元

30萬元─50萬元

二年內盜竊三次以上的，應
當認定為 「多次盜竊」 。

1998年解釋

500元─2千元

5千元─2萬元

3萬元─10萬元

對於一年內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
所扒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 「
多次盜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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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司法解釋提高金額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