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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国歌，也要依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哲

今后，公共场所使用国歌作背景音乐？
不可以！唱国歌时随意修改歌词？不可
以！看升旗仪式只顾拍照不行注目礼？不
可以！

今年 6 月 22 日，国歌法（草案）首度问
世，引发全民热议。翻开这份草案，法律对
国歌的地位、奏唱国歌的场合、国歌奏唱的
形式和礼仪、国歌标准曲谱和官方录音版
本、国歌的宣传教育、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目前，草案还在审议阶
段，一旦法律正式施行后，人们唱国歌就必
须按照正确的“打开方式”来完成。

唱国歌，首先要明确什么才是国歌。虽
然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听过、唱过无数遍国
歌，但你真的了解国歌的历史、知道国歌的
标准曲谱吗？

国歌，是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标志与象
征。回顾历史，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历朝没
有国歌。1896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
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访问，
按当时的外交惯例，在欢迎仪式上要演奏国
歌，于是临时编了一首，被后人称为《李中堂
乐》。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正式颁布了
名为《巩金瓯》的国乐，但未及推行，6天后即
爆发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清末到中华
民国政局混乱，政权更迭频繁，国歌随颁布随
废止，生命力不长，影响力不大。

当历史进程到 20 世纪 30 年代，《义勇
军进行曲》诞生，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
时期，它那雄壮激昂的旋律和排山倒海的气
势，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新中

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确定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此次问世的国歌法（草案）不仅明确了
我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同时还发布了
国歌的标准曲谱。长期以来，我国未发布标
明配器、奏唱速度和力度的国歌标准曲谱，
未发布用于播放的国歌官方录音版本，出现
了国歌奏唱不规范的现象。此次草案将标
准曲谱作为附件附在法律文本后，并要求在
本法规定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奏唱、播放国
歌的，应当使用国歌标准曲谱和国歌官方录
音版本。

唱国歌，不仅曲谱要准确、歌词不能改，
而且奏唱礼仪也要严肃。草案规定在奏唱
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举
行升国旗仪式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面
向国旗，着制式服装的现役军人、人民武装
警察、人民警察等人员行举手礼，其他人员
行注目礼。

对这条规定如何理解？天安门广场举
行的升国旗仪式庄严肃穆，绝非旅游地的表
演项目，因此，游客们随意走动、交头接耳、
只顾拍照等行为显然不太合适。在国歌响
起之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行举手礼或注
目礼，在国旗升起之后，游客们可以再进行
拍照摄影。

怎么唱国歌需要注意，在什么场合下唱
国歌也有要求。草案列举了几条奏唱国歌
过程中的不适当行为，例如，草案第10条规
定，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奏
唱、播放国歌。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
商标、广告、公共场所使用的背景音乐等。
第 14 条规定，恶意修改国歌歌词或者故意
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损害国歌庄严
形象的，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

以食品领域为重点

公安机关持续深入开展打假“利剑”行动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从公安部获悉：
今年以来，公安部组织各地公安机关持续
深入开展以食品领域为重点的打假“利剑”
行动，加强主动防控，推动完善源头治理，
特别是针对食品安全犯罪向互联网发展蔓
延的突出问题，与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建
立健全涉网违法犯罪发现查处联动机制，
形成网上网下联动打击格局。上半年，各
地破获食品安全犯罪案件3500余起，公安
部挂牌督办重大食品安全犯罪案件 80 余
起，其中涉互联网犯罪案件占40%以上。

近年来，公安机关积极会同食品药品
监管等有关部门持续开展一系列打击整
治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利用互联
网、寄递物流等渠道实施犯罪的新情况新
问题不断出现，不法分子通过电商、微商
平台发展下线销售有毒有害、假冒伪劣食
品问题较为突出。对此，公安部始终保持
高度警惕，把维护食品安全工作纳入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结合食品安全“双安双创”
工作统筹谋划部署，坚持以专项打击治理
为引领，部署各地向食品、食用农产品等
犯罪精准发力，在严防瘦肉精、病死猪、地
沟油等老问题反弹的同时，密切关注利用
电商平台制假售假等新情况，加强风险排
查，强化网上网下联动打击。

工作中，公安部不断创新工作机制，
积极推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沟油治
理工作的意见》等重要政策文件，加强地
沟油、水产品等领域突出违法问题的源头
治理；对跨区域重大案件，由公安部挂牌
督办、集群协查、深度打击，特别是针对利
用电商、微商平台实施食品违法犯罪日益
突出的情况，推动互联网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食品犯罪打击治理水平稳步提升。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互联网不是
违法犯罪的“法外之地”，互联网决不能成
为食品安全犯罪的“洼地”。有关互联网
企业应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切实担负起企业主体责任，
加强源头审核把关，加强与政府间、企业

间的沟通协作，着力形成尚德守法、共治
共享食品安全的局面。下一步，公安部将
继续深化与电商企业、第三方支付平台等
合作，推动企业查找薄弱环节、及时堵塞
漏洞，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提供支持。

日前，按照 2017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
传周”的总体安排，公安部公布了打假“利
剑”行动中公安机关破获的一批食品安全
犯罪典型案件。包括：上海金山破获利用
互联网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安徽
安庆破获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案，河北湖南破获利用互联网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案，上海浦东破获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案，广西南宁破获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案。

自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启动以来，上海
市检察机关以问题为导向，向实践寻答
案。记者日前采访发现，“精准”是这里检
察机关探索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词。

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创新化解改革
积累的矛盾，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精准落
地。据了解，2016 年，上海全市公诉一审
案件简易程序、速裁程序适用率超过八
成。在当年最高检公布的公诉等 8 个核
心数据中，上海的抗诉、纠正遗漏同案犯、
立案监督等 7 个数据均有两位数以上的
上升幅度。这一成绩单体现了上海检察
机关“精准司改”所激发出来的内生动
力。目前，上海检察机关正有条不紊地升
级打造“检察改革2.0版”。

因“案”定员有进有出

目前，上海市检察机关共有入额检察
官1556名，占队伍编制总数的27.78%，初
步完成了员额控制目标。上海市检察院
政治部主任阮祝军说，上海目前有近80%
的入额检察官都配置在基层院办案一线，
侦监、公诉等主要业务部门检察官比例上
升了13%。

随着司法改革深入，案件数量分布情
况以及人员诸如到龄退休等发生变化，员
额制改革出现了部门之间、单位之间检察
官员额分布不均衡、人均办案量失衡等问
题。为此，上海市检察机关着力推动构建
全市统一开放的检察官遴选调配平台，因

“案”制宜，精准配强办案力量。
“对新入额的检察官，改变以往入额

后再选择岗位的做法，实行先确定岗位再
遴选入额，杜绝‘因人设岗’‘人岗错位’的
情况，形成良好入额导向。”阮祝军说，如
在今年入额遴选中，上海市检察院拟对部
分人均办案量较大的基层院，适当增加名
额，对人均办案量相对少的中心城区基层
院，严格控制名额。

据了解，上海市检察院今年从下级院
遴选检察官正在开展，市检察院及三个分
院共确定了侦监、监所、民行等 7 个一线
办案岗位进行遴选。同时逐步实现市分
院拟入额的检察官助理到基层院任职。

“不怕道路曲折，就怕看不见光明的
前景。只要我兢兢业业办案，入额就是顺
理成章、水到渠成。”对个人职业发展，上
海市徐汇区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助理陈
一川信心满满。

权力清单解决“授权不行权”

今年 3 月 28 日，4 个以检察官个人命
名的检察官办公室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检
察院正式成立。据介绍，命名检察官办公
室按照知识产权、金融、网络犯罪以及涉
外、未成年人重大疑难案件等进行专业化
划分，由命名检察官、检察官和检察辅助
人员组成。

针对非法集资等涉众型金融犯罪案
件的多发态势，命名检察官办公室充分发
挥办理金融案件的专业化优势，依法办理
了一批影响面广、关注度高的涉众型金融
犯罪案件，如 e 租宝、大大宝、国洲金融等
在社会影响较大的非法集资案件，以及一

军移动报销商城等新类型的非法集资案
件，有力维护了区域社会稳定和金融秩序
安全，为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保驾护
航。

“命名检察官在检察长的授权下，依
法独立行使办案决定权，独立承担办案责
任。”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
锦潮说，在“授权”同时，注重“行权”，体现
权责一致，进一步提高司法办案实效。

记者拿到一份检察官岗位职责清单，
包括岗位概述、岗位工作职责以及岗位量
化标准、岗位效果要求以及岗位任职条
件，责权一目了然。

“在改革之初，我们先后制定了落实
司法责任制实施细则 100 条和 2015 年版
检察官权力清单，对全市三级院司法办案
中检察官的办案权力作了详细的规定，较
为清晰地界定了检察官的权力界限。”阮
祝军说。

权力有清单，制度立规矩。目前，上
海的检察官可独立决定的职权共 141 项，
检察官或主任检察官决定、但需提请检察
长审核的职权共 66 项。2016 年以来，上
海市各级院刑检部门检察官独立作出处
理决定的案件占比82%，检委会讨论决定
的案件同比下降 11.5%。从实践来看，检
察官“授权不行权”的问题有了初步解决。

试水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

今年 6 月 16 日，被告单位苏州某公
司、被告人史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
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长陆建
强出庭支持公诉，这是该院首例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案件。

2014 年 12 月 28 日，作为跨行政区划
检察院改革的试点，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
院正式挂牌成立，探索构建普通案件在行
政区划检察院办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
划检察院办理的新型诉讼格局。

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副检察长谈
信友表示，目前，改革试点方案中确定的
各类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特殊案件管辖，已
在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实现全覆盖。
截至 2017 年 5 月 25 日，该院共受理新增
管辖案件 484 件 853 人，其中，海关案件
324 件，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案件 23 件，知
识产权监督案件36件。

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特别是案件
集中管辖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们现在仍局限在上海市行政辖区
内区、县之间的‘跨’,与中央提出的‘建立
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上
海模式’的改革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谈
信友进一步提出，案件的集中管辖有利于
司法统一性、办案专业性、司法公正性，但
客观上会造成诉讼成本增加、诉讼效率降
低、诉讼参与人诉讼不便等不利因素，类
似的问题在跨行政区划检察院试点扩大
后，矛盾可能会更加凸显。

就目前法律尚未修改的情况下，谈信
友建议在北京、上海两个试点基础上，进
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同时，加强统筹协调，
健全与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相配套的
体制机制。

近八成入额检察官一线办案——

上海检察打造司法改革升级版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日前，天津海关成功侦破近年来国内最大一宗酒
水类商品走私进口案件，查证涉案酒水类商品约500
万升，案值近5亿元。该案被海关总署列为一级挂牌
督办案件。

2016 年底，天津海关通过风险分析发现，北京
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口酒水类商品价格水平异常，
申报价格大幅低于市场平均价格，存在重大走私嫌
疑。天津海关迅速安排缉私办案人员对全国海关近千
万条次进口酒水类商品数据进行分析比对，派员实
地了解天津、北京等地进口酒水销售渠道及物流
走向。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工作人员逐渐摸清了
嫌疑公司的走私脉络。见时机成熟，天津海关成立

“12·28”打击酒水类走私专案组，派出精干缉私力
量开展收网行动，一举抓获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 5
名，并在涉案公司办公场所成功起获关键证据。

经查，从2015年3月至2016年12月，以犯罪嫌
疑人彭某、孔某为首的走私犯罪团伙以一套人马多块
牌子的形式，先后以天津林森、北京林森、天津斯
特、天津乐信、北京家堡等5家公司名义，采取制作
真假合同发票、设立离岸公司周转资金等手段，以低
报价格方式走私进口各种酒水类商品400余票，总案
值约5亿元，部分涉案商品低报幅度甚至达到90%。

据介绍，涉案酒水类商品包括洋酒、红酒、啤酒、矿
泉水等品类，产地包括美国、墨西哥、英国、法国、俄罗
斯等十余个国家。案件办理过程中，天津海关查扣大
量涉案走私货物，包括涉案公司仓库存放和 7 柜在港
集装箱酒水，共计 72 万余瓶（箱），货值约 6000 万元。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天津海关侦破国内

最大一宗酒水走私进口案
本报记者 顾 阳

“本次执法事项 （照相） 录音录像结束，感谢您
的配合。”随着税务人员关闭执法记录仪后的规范用
语，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县国税局对该县某商贸企业实
地核查正式结束。从税务人员踏进企业大门开始，他
们随身携带的执法记录仪就对执法事项进行全程录音
录像。

执法记录仪的全过程应用，是河北秦皇岛市国税
局在昌黎县试点实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的一项重要
内容，它与纸质文书资料记录、信息管理系统记录、
视频监控设施记录等，共同对税收行政执法的程序启
动、调查取证、审查决定、送达执行、归档管理等整
个过程进行全面记录。

今年 2 月 15 日，昌黎县国税局在工作梳理中发
现一条疑点，该局辖区内近期新成立了两家商贸企
业，注册资金分别为 1000 万元和 500 万元，经营范
围均为铁矿石、铁精粉等项目。两家公司为同一天注
册、同一经营地址、同一财务人员，虽然法人不同，
但留存的电话联系方式为同一号码，两家公司同时申
请一般纳税人资格和大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此事引起
昌黎县国税局工作人员的警觉，立即派税务人员持税
收执法记录仪到注册地进行实地查验。记录仪同步清
晰记录了调查的时间、地点、人证、物证等全过程，
成为驳回其涉税申请的有力证据。之后不到一个月，
两家企业均办理了注销税务登记手续。执法记录仪的
运用，巧妙避免了争议，化解了执法风险。

不仅如此，执法记录仪的使用规范了税务人员的
执法行为，倒逼税务人员提升业务水平，最大限度保
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据统计，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推行以来，昌黎税
务部门通过纸质文书记录稽查案件 29 件，形成文字
记录 98 卷；通过金税三期信息系统记录税务行政处
罚、行政许可、税款征收等税收执法事项 107.24 万
条，入库税款 82.4 亿元；通过影音视频记录仪记录
非正常户认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限额许可等现场
执法事项记录 4783 分钟。这项制度运行至今，没有
发生一起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深受征纳双
方欢迎。 文/王彦辉 王 琪

河北昌黎国税：

执法记录仪全过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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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天津海关缉私人员查获的走私酒水产地涉
及美、英、法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报记者 顾 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