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盗石柏魁昨提出上诉

辩护人称涉案物品金额未认定判 13年太冤枉

据法制晚报消息 3 月 20 日上午，记

者从故宫展品被盗案犯罪嫌疑人石柏魁的

代理律师黄长勇处了解到，由于认为判刑过

重，石柏魁已提出上诉。

3 月 19 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宣判， 法庭认为石柏魁盗窃情节严重，

判处 13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3 年，并

处罚金 13000 元人民币。

辩护人黄长勇则认为，盗窃数额无法确

定，失窃物品的投保价值不能被认为是财产

价值。在故宫里盗窃并不能认为是法定的情

节特别严重，应处以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前他对‘盗窃罪’了解的比较少，现

在他也有所了解，他自己也提了，一是对于

涉案物品的金额一直以来没有认定，二是是

不是仿制品都难说。 如果是仿制品，判了 13

年就会太冤枉了。”黄长勇告诉记者，石柏魁

已于 3 月 20 日上午提出上诉。

浙江“爷爷考生”通过

最难职业资格考试

新华社杭州 3 月 20 日电（记者

余靖静 黄深钢）曾五次参加高考、

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浙江海宁人邹

伟敏创下其“考生人生”中的又一项

纪录：以 125 分的成绩通过了被称为

最难职业资格考试之一的全国报关

员资格考试。 据海关部门介绍，这是

全国第一个取得报关员资格的“爷

爷考生”。 如今，邹伟敏正在闭门复

习， 备考 4 月中旬举行的专升本考

试。

作为“爷爷考生”， 邹伟敏从

2003 年开始连续五年参加高考，并

成为我国高考制度改革以来第一个

被正式录取的老年考生。 2008 年，他

被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报关与国

际货运代理专业录取。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老师谢

徐娟说，“邹爷爷上课坐在第一排 ，

下课还经常向老师提问。 在校期间，

他还考出了全国英语三级证书 ，为

此考了三次。 ”

2010 年开始， 邹伟敏参加了全

国报关员资格考试，离合格线仅差 6

分。 高密度的考试令他身体不适，经

学院同意 ，他在家休息 、备考，终于

通过了 2011 年全国报关员资格考

试。

报关员资格考试和律师资格考

试、公务员招考等一样，被认为是当

今专业技能型岗位难度较高的考

试。

据嘉兴海关介绍 ， 邹伟敏是

2011 年全国报关员资格考试年龄最

大的考生。 2011 年全国报关员资格

考试， 杭州考区嘉兴考点报名人数

1277 人，实际参考人数 719 人，而考

试合格的仅 61 人，通过率约 8.5

％

。

“报关员资格考试，95

％

以上的

考生是在校大学生， 也有工作后的

人参加考试，但是基本为年轻人。 ”

嘉兴海关工作人员郭争峥说。

邹伟敏生于 1941 年， 年轻时曾

考上杭州师范学院物理系 ，1961 年

因故辍学， 回到海宁一所中学任代

课教师。 重回大学并顺利毕业是他

长久以来的梦想。 邹伟敏说，“我只

是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 ”

谢徐娟说，71 岁的老人无论体

力、记忆力明显不如青年人，本该颐

养天年， 但邹爷爷却选择了学习来

体现自我价值，令人敬重。

河北邺城现佛教造像埋藏坑

曹操发迹地 出土数千佛像

为当代同类考古之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何利

群 3 月 19 日下午在河北邺城遗址北吴庄佛

造像埋藏坑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

个埋藏坑共发掘出土编号佛教造像 2895 件

（块），造像碎片数千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出土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

据何利群介绍，这次发掘出土的佛造像

绝大多数是汉白玉造像， 少数为青石造像。

根据造像特征、题记年代等初步认为，这批

佛教造像时代主要是东魏北齐时期，另有个

别北魏时期青石造像，还有个别唐代风格造

像。

“这次出土佛教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

美，类型多样，题材丰富。 多数为背屏式造

像，另有部分单体圆雕的佛和菩萨像。 主要

题材有释迦像、阿弥陀像、弥勒像、释迦多宝

像、思惟太子像、观音像、双菩萨像等。 多数

造像保存有较好的彩绘和贴金痕迹。 ”何利

群说，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

中原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的

历史地位。

据介绍，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邺城考古

队于 1 月 10 日至 25 日在临漳县习文乡北

吴庄北地、漳河南堤北侧的河滩内发现发掘

该佛教造像埋藏坑遗迹。埋藏坑的坑口位于

流沙层下，呈不规则的方形，边长约 3.3 米，

深 1.5 米左右。

目前，出土文物暂时存放在临漳县某武

警部队驻地的库房内，当地政府为此拨出专

款添置安装远红外监测、视频监测系统的安

保设备，并配备公安干警全天值守，考古队

也开始了紧张的整理工作。

何利群说，埋藏坑位于邺南城外郭城区

内，它的地层堆积、打破关系明确，造像时代

特征显著，为今后研究东魏北齐邺城的都城

制度、外郭城范围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上灭佛

运动和佛像痤埋制度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此前中国四次大规模佛造像发现分别

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在四川成都、河北定州，

70 年代中期在山西 ， 以及 90 年代末在山

东。 ”何利群说。

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李恩佳表示，埋藏

坑的田野发掘工作虽已初步完成，但是该区

域的考古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据了解，邺城是曹操的发迹之地。 文物

专家表示，目前，邺城考古队最紧迫的工作

是如何科学、全面地保护、整理这批珍贵文

物。 由于出土佛教造像表面的色彩保护、金

箔装饰的加固、碎块拼接缀合是一件非常艰

巨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正在针对这批文物的特征，制

定详细的保护方案。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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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佛教造像。 （据《燕赵晚报》）

我成品油价格进入“8元”时代

□

新华社记者 安蓓 胡俊超

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自 20 日零时起上

调汽、柴油价格。 此次成品油价格上调幅度

之大、频率之快，为 2008 年底成品油定价机

制改革以来所罕见，并宣告我国成品油价格

全面进入“8 元”时代。

国内成品油价还会涨多高？调价对通胀

预期影响如何？怎样进一步完善成品油定价

机制？油价高速上涨时代，应如何应对？记者

20 日采访了相关人士。

国内成品油价格进入“8 元”时代

国家发改委 19 日晚间宣布，自 20 日零

时起将汽、柴油价格每吨提高 600 元。 调整

后，北京地区 93 号汽油首次“破 8”，每升上

涨 0.48 元达到 8.33 元，0 号柴油的价格也

每升上涨 0.52 元达到 8.31 元。

随着国际油价波动幅度加剧，近年来国

内成品油价格加速上调。 以北京为例，93 号

汽油从 6 元时代攀升到 7 元时代用了 540

天，而从 7 元时代攀上 8 元时代则用了 454

天，缩短了近 100 天。“这预示着，我国已进

入油价高速上涨的时代。 ”卓创资讯成品油

市场分析师陈晴说。

对通胀预期从绝对水平看比较有限

通胀预期仍存情况下，成品油价格大幅

调整会否对国内物价水平产生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邓郁松认为，2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CPI）增幅回落至 4

％

以下，国内通

胀压力和物价压力明显缓解。预计今年物价

涨幅低于去年，这为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

创造了条件。

分行业看，成品油价格上涨首先将直接

影响到交通运输领域，包括城市公交、铁路

客货运、农村道路客运、出租等行业。由于此

次涨价幅度相对较大，市场担心对厂矿企业

生产以及相关物流行业形成较大压力，进而

施压国内物价。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

究室主任牛犁说，我国将今年物价调控目标

设定在 4

％

左右，已经为价格改革预留了空

间。 从目前的情况看，此次上调成品油价格

对物价上涨的压力肯定是有的，但从绝对水

平看比较有限。

高盛数据显示，成品油在 CPI 中所占权

重大约 0.5

％

，此次汽、柴油价格平均涨幅为

7.4

％

，预计对 CPI的影响为 0.37

％

。

成品油定价机制完善亟待推进

市场对此次成品油价格上调早有预期。

在强烈的涨价预期下， 从 2 月下旬开始，贸

易商大量补充库存，炼油企业则减少大量出

货，这都对成品油市场正常供应造成影响。

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以来，在我国成品

油价格加快与国际接轨，更加充分发挥价格

杠杆调节作用的同时， 成品油价格涨快降

慢、涨价预期下供应商囤货减供干扰市场正

常秩序等现象时有出现。 邓郁松说，此次大

幅上调成品油价格从侧面反映了缩短调价

周期的必要性。当前国际原油价格处于频繁

大幅波动周期中，22 个工作日的周期产生

一定时滞效应。而成品油价格往往上调不到

位，导致该下调时不能及时下调。

他建议，应进一步缩短调价周期，根据

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及时上调和下调油价。定

价机制的完善应兼顾短期和长期，向市场传

递准确长期明确的价格信号，促进节能和替

代能源，抑制石油消费过快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