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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8月31日（总第6426期）

本院受理田厚威申请宣告黄林玲（曾用名黄玲玲）死亡一
案，于2014年7月30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5
年8月5日依法作出（2014）鄂铁山民二特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
书，宣告黄林玲（曾用名黄玲玲）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湖北]黄石市铁山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德荣申请王坚明死亡一案，于 2014年 5月 30日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5 年 7 月 8 日依法作出
（2014）安民特字第0007号判决书，宣告王坚明失踪。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明生、陈兰凤申请吴启程死亡一案，于2014年7
月 23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 2015年 7月 23日依
法作出（2014）东民特字第0005号判决书，宣告吴启程死亡。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江苏]东海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吕颖申请程林死亡一案，于 2014年 5月 28日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15年7月13日依法作出（2015）
清民特字第 00008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程林死亡。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辽宁]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向贵玉、毛永凤申请宣告向明金死亡一案，本院于
2015年4月28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三个月。现公告期间届
满，向明金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于2015年8月5日
依法作出（2015）鲁民特字第 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向明金死亡。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云南]鲁甸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邵怀和申请宣告邵静云失踪一案，经查：邵静云，
女 ，汉 族 ，1984 年 11 月 20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341224198411201323，安徽省蒙城县人，原住址，楚村镇新塘村
前柴庄 20号，自 2008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邵静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宣告邵静云
失踪。 [安徽]蒙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韩保成申请宣告李爱荣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李爱荣，女，生于 1947年 4月 5日，汉族，河南省新乡县人，其于
1990年1月23日起走失，至今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希望李爱荣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1年。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甘肃]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邓祐添宣告被申请人邓七斤死亡一案，经
查：邓七斤，男，1987年 10月 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州市番
禺 区 沙 头 街 大 平 村 北 约 三 街 一 横 2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181198710045732，2005年失踪，下落不明已超过4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邓七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邓冬梅申请宣告何奎峰失踪一案，经查：何奎峰

（曾用名：何泽峰），男，1998年 3月 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
省始兴县城南镇杨公岭村沙坪组 47号，于 2013年 4月 23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何
奎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东]始兴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明凯申请宣告郝艳利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郝艳利，女，1980年 1月 7日生，汉族，住鲁山县瓦屋乡瓦屋村瓦
六组 371号，身份证号码 410423198001076621。于 2009年 6月离
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
月。希望郝艳利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逾期仍下落不明，本院将依法宣告郝艳利失踪。

[河南]鲁山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蔡清海申请宣告蔡清军死亡一案，经查：蔡清军，

男，身份证号230103196409264277，汉族，1964年9月26日生，住
哈尔滨市南岗区延兴路66号三十五委一组，于1984年9月23日
走失，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蔡清军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何庆红申请宣告唐智英失踪一案，经查：唐智英
（曾用名唐智英），女，1976年3月20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
省 常 宁 市 塔 山 瑶 族 乡 狮 园 村 浉 和 组 ，身 份 证 号 ：
430425197603207520，于2003年2月28日起离家出走，四处寻找
未果，下落不明达 12年之久。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个
月。希唐智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湖南]常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桂珍申请宣告何明普死亡一案，经查：何明普，
男，1921年9月3日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派出

所 连 升 街 社 区 一 责 任 区 群 胜 里 17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30104192109031514。于 1993 年起，下落不明已满 4 年。现发出
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何明普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
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鑫申请宣告刘秋群死亡一案，经查：刘秋群于

2004年12月23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希望刘秋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谭景新、赵秀艳申请宣告谭文月失踪一案，经查：

被申请人谭文月，女，1982 年 5 月 15 日生，满族，身份证号
22070219820515204X，原住松原市宁江区建设街建国委，该人于
2011年 7月 5日（农历六月初五）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年，
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被申请人应当在规定期间
内向受理法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否则，被申请人将
被宣告失踪；凡知悉被申请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
将其所知道情况向受理法院报告。

[吉林]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冯丽梅申请宣告刘艳华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刘 艳 华 ，女 ，1976 年 2 月 10 日 生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2207027602101217，原住松原市宁江区和平街10委，该人于2005
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五）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被申请人应当在规定期间内向
受理法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否则，被申请人将被宣
告失踪；凡知悉被申请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
所知道情况向受理法院报告。 [吉林]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明申请宣告颜萍死亡一案，经查：颜萍，女，汉
族，1953年 9月 17日生，住南京市鼓楼区虎踞北路 10号 4幢 505
室，2009年8月2日离家后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颜萍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相关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
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苏]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海安县城东镇西场敬老院申请宣告仲兆余死亡一
案 ，经 查 ：仲 兆 余 ，男 ，1933 年 2 月 22 日 生 ，身 份 证 号 码
320621193302222016，住海安县城东镇戚庄村 12组 12345号，系
申请人敬老院供养的五保老人。于2010年2月8向本院请假去其
亲戚陈德余家。当月 10日从其亲戚陈德余家中走失，经多方寻
找，杳无音讯。2014年7月16日本院住所王维香申请发起寻找人
公告，现公告期间已届满1年。仲兆余仍未找到，本院将依法判决
宣告仲兆余死亡，并予以公告。 [江苏]海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吴明玉申请宣告吴德泉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
吴德泉，男，192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系江西省玉山县冰溪镇
横路街燕子窝 173 号，身份证号码 362323280816011。于 2003 年
10月从家中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一年。希望吴德泉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
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西]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永亮申请宣告张成芳失踪一案，经查：张成芳于

2013年5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3个月。希望张成芳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
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张成芳失踪。

[山东]莒南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谭玉萱申请宣告谭海涛失踪一案，经查：谭海涛

（1970年5月19日出生）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
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谭海涛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谭海涛失踪。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唐果成申请宣告唐仕坤死亡一案，经查：唐仕坤，

男，1963 年 11 月 12 日出生（身份证号：530102631112079），于
1997年 8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18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1年。希望唐仕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逾期仍下落不明的，本院将依法宣告唐仕坤死亡。

[云南]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书良申请宣告被申请人王苗苗死亡一

案，经查：王苗苗，女，1986年 7月 1日出生，汉族，户籍因婚姻关
系自2010年1月从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支河乡么李村么庄13号
迁入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城北村贾家木桥15号。公民身份号码：

342201198607017540。王苗苗于 2015年 4月 22日在浙江省海宁
市钱塘江丁桥镇八保段投江自尽，根据现场情况及目击者描述，
公告机关证明王苗苗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希望王苗苗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海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徐丽宝申请宣告被申请人沈伟死亡一案，

经查：沈伟，男，1983年 1月 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
海 宁 市 盐 官 镇 城 北 村 贾 家 木 桥 15 号 ，公 告 身 份 号 码 ：
330481198301160837，沈伟于2014年10月13日在浙江省海宁市
钱塘江大缺口附近落水，在多方全力救援，未能成功救起。根据
现场救援具体情况，公告机关证明沈伟不可能生存。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希望沈伟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判决。 [浙江]海宁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招娣申请宣告王兴能死亡一案，经查：王兴能，
男，1950年 10月 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畈田
王村，于1987年7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王兴能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浙江]义乌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金素琴请宣告余福定海上事故公民死亡一

案，经审查，余福定，男，1957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岱
山县东沙镇马家路 15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921195704121055。
2014年12月20日，“浙岱渔运03309“船船员余福定在1893海区
作业时坠海，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余福定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浙江]宁波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沈芬亚申请宣告李世贵海上事故公民死亡

一案，经审查，李世贵，男，1965年 9月 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悬山中心村马跳头 330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903196509075518。2013年 7月 24日，“国良 667号”船在新加
坡水域靠近白礁霍土堡灯塔作业时，发生意外倾覆事故，船员李
世贵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李世贵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浙江]宁波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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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年 8月 29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5年8月29日

一、在刑法第三十七条后增加一
条，作为第三十七条之一：“因利用职
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
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
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
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
年至五年。

“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
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
依照本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
罚。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
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
其规定。”

二、将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修改
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
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
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
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
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
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
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
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
民法院备案。”

三、将刑法第五十三条修改为：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
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
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
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
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
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
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四、在刑法第六十九条中增加一款
作为第二款：“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
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
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
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
仍须执行。”

原第二款作为第三款。
五、将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修改为：

“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
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他参加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
架等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
罚。”

六、将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修改
为：“资助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
动的个人的，或者资助恐怖活动培训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
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
罚。”

七、在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一后增
加五条，作为第一百二十条之二、第一
百二十条之三、第一百二十条之四、第
一百二十条之五、第一百二十条之六：

“第一百二十条之二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一） 为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
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

“（二）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
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

“（三）为实施恐怖活动与境外恐
怖活动组织或者人员联络的；

“（四）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
或者其他准备的。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二十条之三 以制作、散
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
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
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
端主义的，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二十条之四 利用极端主
义煽动、胁迫群众破坏国家法律确立的
婚姻、司法、教育、社会管理等制度实
施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二十条之五 以暴力、胁
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
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罚金。

“第一百二十条之六 明知是宣扬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
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八、将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修
改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

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
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
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
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
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九、将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
修改为：“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
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十、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
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
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
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十一、将刑法第一百七十条修改
为：“伪造货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一） 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
子；

“ （二） 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
的；

“（三）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十二、删去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
十三、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修改

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
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
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
从重处罚。”

十四、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
款修改为：“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
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
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
处没收财产。”

十五、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
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
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
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
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
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十六、在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中增
加一款作为第三款：“通过信息网络实
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
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
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十七、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
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
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
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
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
罚。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
罚。”

十八、将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三款
修改为：“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
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
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十九、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
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条之一：“对未
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
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
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
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十、将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
款修改为：“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的，或者多次抢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十一、在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中
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暴力袭击正在
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
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二十二、将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修改
为：“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
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
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
处罚金。

“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
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
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十三、在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后增
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条之一：“在依
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
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
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
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
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十四、将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修
改为：“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
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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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二十五、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后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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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
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
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
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
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十六、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中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单位犯前三款
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二十七、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中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单位犯前三款

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二十八、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
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六条之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
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
拒不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
的；

“（二）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
成严重后果的；

“ （三） 致使刑事案件证据灭
失，情节严重的；

“（四）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
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

二十九、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
后增加二条，作为第二百八十七条之
一、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 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
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
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
站、通讯群组的；

“（二）发布有关制作或者销售
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违禁物品、
管制物品或者其他违法犯罪信息的；

“（三）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
活动发布信息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
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
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 明知他
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
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
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
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
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
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

三十、将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
一款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擅自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 （站），或者擅
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
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十一、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
一款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
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
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增加二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

“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
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

“多次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
集，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三十二、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
之一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编造
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
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
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
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
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十三、将刑法第三百条修改
为：“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
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
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
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
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
的规定处罚。”

三十四、将刑法第三百零二条修
改为：“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
体、尸骨、骨灰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三十五、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后
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
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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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
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
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
重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
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
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三十六、在刑法第三百零八条后
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八条之一：

“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
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
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
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
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泄露国家秘密
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
定罪处罚。

“公开披露、报道第一款规定的
案件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
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
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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