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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记
者 罗沙）考试是人才选拔的重要途
径，维护考试公平事关社会公平正
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3日发布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考试作弊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
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出全面系统的
规定。

4类考试属于“法律规定
的国家考试”

为严厉惩治考试作弊犯罪，
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
案（九）规定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
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和代替考试
罪，适用范围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
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明
确规定，“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仅限
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考试。根据
有关法律规定，包括：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
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等国家教育

考试；
——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

试；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
全国统一考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资产评估师资格考试、医师资格
考试、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注册
建筑师考试、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等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其他依照法律由中央或者
地方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
考试。

该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前款规定
的考试涉及的特殊类型招生、特殊技
能测试、面试等考试，属于“法律规定
的国家考试”。

“这并非意味着对在其他考试中
作弊的行为一律不予刑事追究。”最
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启波在最
高法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司
法解释同时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
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中，组织作弊，
为他人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
其他帮助，或者非法出售、提供试题、
答案，符合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
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窃听、窃
照专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

专用器材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犯罪
构成要件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明确各类考试作弊行为
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
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何为组织作弊“情节严重”？“两
高”司法解释规定了9类情形，包括：
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
生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组织考试
作弊的；导致考试推迟、取消或者启
用备用试题的；考试工作人员组织考
试作弊的；组织考生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作弊的；多次组织考试作弊的；
组织三十人次以上作弊的；提供作弊
器材五十件以上的；违法所得三十万
元以上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根据刑法，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
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为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和教
育功能，“两高”司法解释重申了在法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考试构成

犯罪的规定。
姜启波说，为体现贯彻彰显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促使代替考试的行为
人悔过自新，司法解释规定：对于行
为人犯罪情节较轻，确有悔罪表现，
综合考虑行为人替考情况以及考试
类型等因素，认为符合缓刑适用条件
的，可以宣告缓刑；犯罪情节轻微的，
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
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据悉，考试作弊入刑后，截至
2019年 7月，全国法院审理考试作
弊刑事案件1734件，判决3724人。
其中，组织考试作弊刑事案件951
件、2251人，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
案刑事案件117件、205人，代替考
试刑事案件666件、1268人。

加大对考试作弊犯罪
惩治力度

从非法获取试题、答案，到组织
考试作弊，向他人非法出售、提供试
题、答案，这种考试作弊“一条龙服
务”在现实中并不鲜见。

“两高”司法解释对此规定，相关
行为分别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
和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的，
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和组织考试

作弊罪或者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
案罪数罪并罚。

“严惩考试作弊犯罪，特别要打
击考试作弊利益链条。”最高人民检
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缐杰说，
针对现实当中大量利用电子信息技
术手段实施考试作弊的情况，司法解
释也作出了规定。要依照刑法相关
的规定，以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

司法解释还规定，组织考试作
弊，在考试开始之前被查获,但已经
非法获取考试试题、答案或者具有其
他严重扰乱考试秩序情形的，应当认
定为组织考试作弊罪既遂。

此外，司法解释明确了作弊器材
的认定标准和单位实施考试作弊犯
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针对不少考试
作弊罪犯“重操旧业”，司法解释还对
此类犯罪的职业禁止、禁止令和罚金
刑适用规则作出了规定。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李强
说，教育部门将进一步强化与司法机
关的协调配合，强化考生法治教育，
严格考试组织管理，净化考试外部环
境，对涉考违法犯罪活动保持高压态
势，推动考试安全环境不断好转，全
力保障国家教育考试安全平稳。

明确定罪量刑标准 加大惩治力度

“两高”发布考试作弊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空军 9 月 3 日发布励志宣传片
《蓝天有我 感恩有您》，展现新时代
空军飞行员牢记初心使命、提高打赢
能力的情怀和风采。空军歼-20 战
机7机同框首次亮相，昭示越来越多
的“国字号”新型战机投入新时代练
兵备战，高飞远航、守卫蓝天。

图为空军歼-20战机7机编队飞
行训练（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李韶鹏 摄）

空军发布励志宣传片

首次展现
歼-20战机7机同框

新华社郑州9月3日电 （记者 熊丰）全国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严厉
打击“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截至目前，共侦办

“套路贷”团伙案件 1890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8651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8790起，查扣涉案
资产161.76亿元。

公安部3日在河南郑州召开全国公安机关打
击“套路贷”犯罪工作推进会，对全面推进打击“套
路贷”违法犯罪活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会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要按照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总体部署和公安部“云剑”行动要求，
继续加大对“套路贷”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铲除

“套路贷”团伙窝点，打掉“套路贷”团伙开发使用
的非法放贷App、非法网络借贷平台，查扣银行
账户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涉案资金，打掉专门从
事非法催收业务的职业催讨团伙。

公安部要求，要主动向行业监管部门通报“套
路贷”案件中暴露出的漏洞，积极配合开展源头治
理和清理整顿工作，彻底铲除“套路贷”违法犯罪
活动滋生土壤。

公安机关侦办
“套路贷”案件1890起

抓获嫌疑人18651人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记者 施雨岑）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各校切实做好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安全
工作，确保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安全。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会同公安、市场监
管等部门，在开学期间全面开展一次学校安全隐
患大检查，对学校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三防”建
设、周边综合治理、校车、校内生活设施、学生集中
活动场所等逐一进行摸排。

通知明确，各地教育部门要严格按照学校安
全防范工作规范要求，为中小学和幼儿园配齐安
保人员及必要的安全防护装备器械，严格落实门
卫值守、内部巡查等制度，严防无关人员和危险物
品进入校园。门卫不能成为摆设，不合格、不发挥
作用的要坚决清理、更换。

同时，通知提出，各地教育部门、学校要根据
学生身心特点和认知能力，有针对性地开展防火、
防爆、防灾、防不法侵害等安全专题教育和应急疏
散演练，切实提升学生的自我防护能力和逃生自
救能力。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

核心技术，清晰与
低剂量兼顾，创新
与传承并进

全影像链优化
保证图像品质

多重低剂量守
护患者健康

全功能临床解
决用户需求

闪烁之星探测器

3D-MAT多频采集技术

NDI+微剂量迭代
（NanoDose Iteration）

ECG-Mod冠脉剂量调制

明峰医疗自主研发的高端智能128层螺旋CT

重庆明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鹏
程介绍，明峰医疗是一家专注于高端医学影
像设备及医学影像综合解决方案科技型企
业，目前已有分公司坐落于重庆市江津综合
保税区，并在重庆本地研发生产医用螺旋
CT。嘉宾们对明峰医疗产品给予了肯定，并
鼓励明峰医疗在创新路上一定要坚持，继续
努力。

明峰医疗产品经理徐楠平向各位嘉宾详
细介绍了这次公司参会的产品，明峰医疗自主
研发生产的高端智能128层 CT，也是国内首
款自主研发的128层 CT。ScintCare CT 128
具备256通道ASIC芯片等多项国际尖端技术
的探测器，提供更优质的图像品质；基于人工
智能辅助的迭代重建,提供更低的扫描剂量；
包含心脏扫描等全方面的临床功能，提供更全
面的临床服务。

重庆明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
发展，离不开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其中，作为明峰医疗投资方之
一，重庆化医新天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旗下基金——重庆点石点创医疗
器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给予了明峰医疗在重庆市的
产业升级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协助
明峰医疗实现自主创新，同时也推
动了重庆市的高端医疗技术及医疗
器械产业快速发展。

重庆化医新天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是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注册
资本5亿元人民币，是化医集团的专
业化投融资平台和价值管理平台。
新天投资专注化工、医药产业投资，
致力于精细化工、新材料、节能环

保、医药制造及商贸流通、医疗及大
健康产业投资。

作为中国高端医疗器械品牌的
代表——明峰医疗在重庆点石点创
医疗器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协助引导下，于2018年
12月正式签约落户重庆市江津综合
保税区，成立了重庆明峰医疗设备
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综合保税区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是
西部地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载
体，向西通过中欧班列国际铁路大
通道连接中亚及欧洲地区，向东沿
长江黄金水道贯穿长江经济带，向
西南可通过渝昆铁路连接泛亚铁
路，辐射东南亚各国，连接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而布局新兴战略市场
是明峰医疗在出口市场的新动作。

重庆明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将充分利用重
庆的各种优势，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耕
东欧、非洲、中东以及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加速布
局；用好综合保税区的便利条件，充分与重庆本
地高校、大型医院等科研单位和临床单位深入合
作，实现重庆本地研发设计制造的高端医学诊断
影像设备的梦想。公司一期建设用地面积3000
平方米，计划 2019 年 10 月投产，主要为 16 排
CT、64排CT、PET-CT的研发制造，预计今年底
获得注册通过。二期计划用地500亩，用于建设
明峰医疗产业园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

作为国产高端医疗器械行业的领军者，明峰
医疗致力于扛起“国产智造”这杆大旗，带领国产
医疗设备企业奋发图强，走向世界。 文/图 明峰

智能医疗 服务健康
8月 26日-29日，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简称“智博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现场，明峰医疗携

公司自主研发产品128层 CT裸机亮相江津展馆。透明展示柜内，机器的各种零部件，以不快不慢的速度匀速转动，向
观众揭开了高端CT的“神秘面纱”。

明峰医疗128层螺旋CT亮相

落户江津助推重庆医疗产业发展

明峰医疗设备预计10月投产

2019 智
博会现场

明 峰 医 疗
工作人员向嘉
宾介绍相关医
疗产品

明峰医疗亮相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