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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20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
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71 人出席会议，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
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
员刘季幸作的关于法官
法修订草案、检察官法
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对两个修订草案进行了
二次审议，会后再次征
求社会公众意见。宪法
法律委根据常委会组成
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
面意见，对草案进行了
逐条审议和进一步修
改，建议提请本次常委
会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
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
李飞作的关于证券法修
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
报。草案三审稿根据股
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试点
的进展情况，增加关于
科创板注册制的相关规
定，同时根据资本市场
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
对证券公开发行、证券
交易、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等相关规定作了修
改完善。

根据民法典编纂工
作计划和安排，在常委
会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整体进行初次审议后，
将各分编草案分拆为几
个单元进行若干次审议
和修改完善；到 2019 年
12 月，将之前已出台的
民法总则同经过常委会
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
典各分编草案，合并为
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
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
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
员沈春耀分别作的关于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人
格权编草案修改情况的
汇报。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
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
员丛斌作的关于药品管
理法修正草案修改情况
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将
药品领域改革成果和行
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
律，并将修正草案改为
修订草案，增加了药品
管理应当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等基本要求，明确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
各环节的责任，规范网
络销售药品行为，加强
药品上市后管理，进一
步加大对药品违法行为
处罚力度等。

会议听取了丛斌作的关于疫苗管理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
案二审稿增加规定，激励和支持疫苗研制和创新，进一步加强预防接
种管理、规范预防接种行为，国家实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
进一步体现“四个最严”要求，补充完善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

为更大程度激发市场、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营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配合外商投资法实施，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
请审议建筑法等 8 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
部部长傅政华作了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作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巴多斯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傅政华作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
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
良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贺一诚关于辞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
此前贺一诚初步决定参选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根据有
关法律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选举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而选举委员会委员不能参选行政长官，
参选行政长官需要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

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务委员王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军，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
(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有关部门负责
人等列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20
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法官法修订草案、检察官法修订草案和关
于建筑法等 8 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等。栗战书委员长参加审议。

关于法官法修订草案和检察官法修订草案，与会人员认为，
两个修订草案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体现司法体制改革成
果，对法官、检察官的权利义务、遴选、任免、管理、考核奖惩以及
职业保障等作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完善，适应审判、检察工作规律
和需要，其主要制度规范是可行的，现在出台是必要的、适时的。

关于建筑法等 8 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与会人员认为，为进
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配合外
商投资法实施，对建筑法、消防法、电子签名法、城乡规划法、车船
税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行政许可法等 8 部法律的有关规
定进行修改是必要的。修正案草案对标先进水平，回应实践需求，
聚焦短板弱项，精简和优化了相关审批事项、审批流程，方便了群
众办事，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商业秘密等信息、知识产权等的保
护，有利于激发市场、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上述草案已比较成熟，赞成提交本次常委会
会议表决。有的与会人员还对上述草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分组会议还审议了中国和巴巴多斯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国和阿塞拜疆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的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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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提交审议
对人体基因科研、“AI 换脸”、人体试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范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记者白阳、罗沙、王子铭、
孙少龙)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是我国民法典分编草案的一大
亮点。20 日，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提交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其中对人体基因胚胎科研活
动、“AI 换脸”、人体试验、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作出了规
范，立法过程体现出较强的现实意义。

与人体基因等有关的科研活动不得危

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

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学研究，必须
有严格的法律规范。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对此增加
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
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
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

“这是对民法总则关于‘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
受法律保护’价值判断的延展和重申。”中国法学会民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王轶认为，在未来法律实施过程中，对于从事
相关科研医学活动危害人体健康、违背伦理道德的，应根据
情节轻重，让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或追究行政责任、刑事
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认为，一些医疗机构、
科研机构和人员贸然从事的一些有关人体基因和人体胚胎
方面的科研活动，不仅可能对试验个体造成损害，也可能对
社会整体道德造成冲击，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规制，使这些
科研活动在科学、伦理的指引下健康有序发展。

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

害他人肖像权

深度伪造可以制作使人难辨真假的动态人脸画面和声
音，“AI 换脸”可以随意替换视频的角色面部……信息技术
日新月异，也引发了人们对相关技术可能侵犯肖像权、危害
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安全的更多担忧。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规定，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其他人格权的许可使用和自然人

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目前，通过信息技术深度伪造他人的肖像、声音主要

用于网络‘恶搞’，但这种技术存在很强的负面效应，容易被
不当利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
说，草案针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他人肖像、声音作
出规定，清晰地表达了民事基本法保护公民的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表示，草案明确规定，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说明，肖像权的使用是没有附
加条件的，未经本人同意，即便没有营利目的和主观恶意，
同样构成侵害肖像权。

为研制新药等进行的临床试验应经伦

理委员会审查

发展新药品、研究治疗手段，需要进行以人体为对象的
医疗试验活动，如何确保这些试验活动规范有序？

为严格规范相关试验活动，保护受试者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为研制
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进行
临床试验的，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伦理委员
会审查同意，向接受试验者或者其监护人告知试验目的、
用途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并经书面同意。

杨立新说，相比草案一审稿，二审稿将临床试验的范围扩
大至“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治疗方法”，这样
更符合医疗科技发展的实际需求，能够更好推动医学科学发
展，也保障医疗科技能够更加安全地应用于临床。

“技术没有达到比较成熟的程度就贸然进行人体试验，
可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孟强说，草案强调临床试验
应经伦理委员会审查，严格控制相关试验的程序，意义十
分重大。试验能否进行，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将起重要
作用。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必须取

得其监护人的同意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中，对收集使用未成年人
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个人信
息的，增加规定应当征得其监护人同意，但是法律、行政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王利明表示，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隐私和个人信
息非常容易受到利用和侵害，需要特别强化保护，如对网
络游戏采取分级措施，限制暴力等有害信息。所以，有必要
进行法律规范，要求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必须
取得其监护人的同意。

同时，草案还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
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隐私、个人信息，应当予以
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杨立新表示，草案强调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职
过程中的保密义务，增加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的内容，这些
修改与民法总则的相
关规定一脉相承，也
给下一步制定个人信
息保护法提供了法律
依据。

综合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记者赵文君)药品管理
法修订草案 20 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二次审
议。围绕药品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修订草案在鼓励新药
研制、加强药品生产销售管理、强化药价监管等方面对部分
法律条文进行了修改。

鼓励新药创新研制

有部门和社会公众提出，应当有针对性地鼓励新药研
制。临床试验是药品研制的关键环节，应当对伦理审查、保
障受试者合法权益、适当扩大受试者范围作出规定。

对此，修订草案增加规定：一是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
的药物创新研究。二是开展药物临床试验应当符合伦理原
则，明确伦理委员会的职责。三是开展药物临床试验应当如
实说明风险，取得受试者同意，保护受试者合法权益。四是
对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符合条件的药物，经审查可免费用
于临床试验机构内的其他病情相同的患者。

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胡颖廉说，修订草
案体现了科学监管的理念。要让创新药，尤其是抗肿瘤药物、
儿童药物、孤儿药优先审评审批、更好地上市。当前，药品产
业面临新药需求和供给的矛盾，药品监管要跟上药品产业发
展需求，要在科学监管的落实过程中，平衡好风险和获益。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华琳说，在新药审评审批过
程中，要看药物的临床价值。目前的药物临床试验存在一些
没有充分保证患者权益的现象，修订草案明确了伦理委员
会的职责，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此外还扩展了
同情用药，保障患者能用到相关药品。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会会长唐民皓说，临床试验
一直是新药上市的瓶颈。以前临床试验机构要经过审批，现
在已经将明示审批改为 60 天的默示许可，大大提高了临床
试验的速度。

草案还提出，对符合条件的急需药物可以附条件批准。
经过批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以转让药品注册证书，并

明确受让方的条件和义务。唐民皓说，转让药品注册证书有
利于搞活市场，进一步增强药品产业发展的动力。

加强产销管理，不得通过药品网络销售

第三方平台直接销售处方药

有部门、地方和公众提出，修正草案对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的责任规定得不够全面、清晰。

为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各个环节的责
任，修订草案增加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对药品的
非临床研究、临床试验、生产经营、上市后研究、不良反应检
测及报告与处理等承担责任。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建
立药品质量保证体系。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与受托进
行药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的企业签订协议，保证这些企
业持续具备质量保障和风险管理能力。

宋华琳说，在药品安全中，真正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药品
的市场主体，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该对药品质量安全负责。

唐民皓说，修订草案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整个
药品的生命周期承担责任，从临床试验到研发，从生产到销
售、上市后监测的整个环节都要承担责任。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可能需要委托第三方进行研发、监测、销售、物流运输
等，这将涉及多个市场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要通过合同契
约的模式，约定如何处理分歧和问题。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将来就是药品监管的龙头和关键环节。唐民皓介绍，我
国在北京、上海等 10 个地方已经开展了为期 4 年的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到今年 10 月份结束。

胡颖廉说，落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相关责任，就是真
正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这不仅具有法律意义，更要求企业
为自己负责，保证药品的质量和有效性。

修订草案还明确，不得通过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
直接销售处方药。修订草案提出，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应当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向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草案规定，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申请进入平台经
营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营企业资质进行审查，确
保进入平台经营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营企业符
合法定要求，并对发生在平台的药品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发
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络销售平台服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营企业不得通过药品网络销
售第三方平台直接销售处方药。

专家表示，网络售药有隐蔽性特点。国家对药品实行处
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但分类管理制度还有待健
全，要进一步明晰法律责任。

强化药价监管 保障药品供应

药品价格虚高和供应短缺是药品领域的突出问题。为
加强药价监管，保障药品供应，修订草案建议增加五方面规
定：一是国家对药品价格进行监测，必要时开展成本价格调
查，加强药品价格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药品价格违法行为，
维护药品价格秩序。二是国家实行短缺药品预警和清单管
理制度。三是国家鼓励短缺药品的研制和生产，对临床急需
的短缺药品及原料药予以优先审评审批。四是国务院有关
部门可以对短缺药品采取适当的生产、价格干预和组织进
口等措施，保障药品供应。五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
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保障药品的生产和供应。

唐民皓说，建议针对特殊病人、特殊疾病开辟相关药品
上市的特殊通道。

宋华琳说，修订草案明确赋予相关行政调查权，明确药品
的制造成本，还原价格以本来面目。对于药品短缺现象，国家
要加强监测，进行必要的调配措施包括采用价格杠杆，企业也
应该承担相应义务，避免因为救命药缺乏而危及公众健康。

胡颖廉表示，将药品短缺应对机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
来，说明药价监管和药品短缺问题不是偶发而具有普遍性，
这其中不仅有监管的问题，还有产业政策的问题，需要跨部
门联合解决。

鼓励新药研制·加强产销管理·强化药价监管
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进行二次审议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记者赵文君)针对一些地方
在预防接种环节发生的疫苗过期、掉包等事件， 20 日提
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的疫苗管理法草案提
出，进一步加强预防接种管理，规范预防接种行为，明确
将“三查七对”要求和接种信息可追溯、可查询写入法律
草案。

草案二审稿增加了四方面规定。一是接种单位应当加
强内部管理，开展预防接种工作应当遵守预防接种工作规
范、免疫程序、疫苗使用指导原则和接种方案。二是各级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加强对接种单位预防接种工作的
技术指导和疫苗使用的管理。三是明确“三查七对”要
求，规定医疗卫生人员在实施接种前，应当按照预防接
种工作规范的要求，严格核对有关信息，确认无误后方
可接种。四是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完整、准确记录接种疫
苗的最小包装单位的识别信息、有效期等，确保接种信
息可追溯、可查询。

“三查七对”，是指医疗卫生人员在实施接种前，应当
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的要求，检查受种者健康状况和

接种禁忌，查对预防接种证(卡)，检查疫苗、注射器的外
观、批号、有效期，核对受种者的姓名、年龄和疫苗的品
名、规格、剂量、接种部位、接种途径，做到受种者、预防接
种证(卡)和疫苗信息相一致，确认无误后方可实施接种。

确保接种信息可追溯、可查询，要求医疗卫生人员
完整、准确记录接种疫苗的品种、上市许可持有人、最
小包装单位的识别信息、有效期、接种时间、实施接种
的医疗卫生人员、受种者等信息。接种记录保存时间不
得少于五年。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记者赵文君)针对有的常委
会组成人员、部门、地方和社会公众提出的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认定标准、补偿标准等问题， 20 日提交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的疫苗管理法草案增加规定，国家实
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

草案明确，实施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接种后出现受种

者死亡、严重残疾、器官组织损伤等损害，属于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或者不能排除的，应当给予补偿。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具体补偿办法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

草案提出，接种免疫规划疫苗所需的补偿费用，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

经费中安排；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所需的补偿费用，由
相关的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国家鼓励通过商业保
险等形式对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受种者予以补偿。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是指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
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
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

拟立法实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

拟规定预防接种“三查七对”可追溯可查询

关注疫苗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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