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法律层面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
———专家解读生物安全法

生物安全法自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

生物安全法是生物安全领域的
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统领性
法律。作为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法的正式实施，为我国
防范生物安全风险和提高生物安全
治理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标
志着我国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建设进
入了依法治理的新阶段，是生物安全
法律规制的重要里程碑。

生物安全风险加大

重要性紧迫性上升

当下，随着生物技术迅猛发展，误
用、 谬用生物技术以及生物恐怖的风
险逐步加大， 全球生物安全风险呈现
上升趋势。 各国普遍开始将生物武器
和生物恐怖视为国家安全的新威胁。

生物安全，是指国家能够有效应
对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的威胁，保障
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处于没有
危险的状态。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非传统安全的重
要组成部分。

“生物安全风险的来源，既包括
自然界形成的生物灾害，也包括因生
物技术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天津
大学法学院院长、天津大学生物安全
战略中心副主任孙佑海举例说，截至
目前，入侵我国的外来有害生物达到

500 多种，其中危害严重的达 100 多
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
100 种最具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中，
入侵我国的就有 50 余种。

但长期以来，在我国生物安全领
域，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武器，治理
手段缺乏刚性和长期持久性，难以实
现人民满意的目标。“因此，我国强化
相应的风险防范应对工作十分必要。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防范和应
对生物安全风险，不仅对国家机关提
出了新任务，也对广大公民提出了新
要求。 ”孙佑海说。

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进入新的治理阶段

“生物安全法不仅为生物安全法
律规制活动提供系统的制度依据，也
是对于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维护国家
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等目标
的贯彻和执行。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
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秦天宝指出，
生物安全法的实施，意味着我国已基
本确立了以生物安全法为核心，由生
物安全相关各领域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技术标准体系等组成的层次
分明、建制完备的生物安全法律框架。

“生物安全法的颁布施行，不但
标志着生物安全风险预防体制机制
朝成熟完备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同时也为生物安全领域法律规范的
制定、阐释、修改与适用在风险预防
原则指引下进行精细化打磨打下了
扎实的基础。”秦天宝分析指出，生物
安全法中三大亮点值得关注。

首先，界定了生物安全的法律规
制范围。生物安全法首次在国家层面
以综合性立法的形式对生物安全进
行了法律界定，拓展了生物安全的法
律内涵，实现了对生物安全风险的整
体性、针对性防控。

其次，建立健全了生物安全风险
防控的领导体制。生物安全法以专章
的形式规定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
制，分别对国家生物安全工作的领导
机构、各级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以
及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相关制度
进行了明确，为实现国家领导下各利
益相关主体参与生物安全风险防控
的协同合作提供了制度支撑。

再次，明确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基
本原则和制度。 生物安全法要求“维护
生物安全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
筹发展和安全”，并且明确了以人为本、
风险预防、分类管理、协同配合等基本
原则， 同时还明确了多个基本法律制
度，从而为实现生物安全风险的“全链
条”防控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依据。

建立多项法律制度

提供基本法律遵循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生物安全法
全链条构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四
梁八柱”， 对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基本
制度进行了完善。

为了防范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
生物安全法建立了生物安全风险监
测预警制度、 风险调查评估制度、信
息共享制度、信息发布制度、名录和
清单制度、标准制度、生物安全审查
制度、应急制度、调查溯源制度、国家
准入制度和境外重大生物安全事件
应对制度等 11 项基本制度。

“此次生物安全法明确建立了国
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 强化了相
应执法检查和法律责任， 这是防范和
应对生物安全风险的根本保障。 ”孙佑
海指出， 生物安全法对于有效防范和
应对生物安全风险， 保障人民生命健
康，保护生态环境，将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该法还建立了生物安全监
督检查制度和法律责任制度，明确了
执法机关开展执法检查的权限和被
检查单位的配合义务。如有违法行为
发生，执法机关将依法追究违法者的
法律责任。

“可以说，生物安全法的通过，确
立了以生物安全法为核心，由生物安
全相关各领域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技术标准体系等组成的层次分
明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这是今后我
国维护生物安全的基本法律遵循。 ”

孙佑海说。

全面强化法治保障

完善法律规制依据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今后，
一方面要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相关
制度进行整合完善，另一方面也要通
过后续配套法规进行明确和细化。 ”
秦天宝认为应当通过制定实施细则
以及地方性生物安全立法等方式，把
法律制度予以具体细化，为各级生物
安全监管主体适用法律提供可靠的
依据和支持，从而最大限度发挥生物
安全法的制度价值。

秦天宝指出，提升生物安全治理
的法治化水平需要做好法律的宣传
贯彻工作，尤其是要不断培育民众的
生物安全法治思维，使生物安全观念
深入人心：“只有广大人民从思想上
充分认识并深刻理解推进生物安全
治理法治化的迫切性、重要性，才能
自觉自发地支持生物安全治理法治
化建设。 ”

“总之，面对日益凸显的生物安
全风险，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拓宽视
野、统筹协调，进一步探索生物安全
理论与实践， 构建科学完善高效的
生物安全法治体系， 推动生物安全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秦
天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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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首次进入我国法规
据新华社消息 修订后的《粮

食流通管理条例》 将自 2021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第一次在行政法规中得以明确
规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
长黄炜 4 月 8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说，粮食流通是连接粮食生产和
消费的重要工作。近几年我国每年
生产粮食超过 1.3 万亿斤 ， 其中
70%进入流通环节， 超过 9200 亿
斤。 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有效的
粮食流通，就不会有真正的粮食安
全。 修订的条例按照党中央“粮食
安全要实行党政同责，‘米袋子’省
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的最新
要求，在全面总结粮食安全省长责

任制做法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在
行政法规中明确规定省、 自治区、
直辖市应当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 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承
担保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的主
体责任。 同时，对有关职能部门粮
食流通监管职责作出了进一步明
确和细化。

与此同时， 条例落实国务院
“放管服 ”改革要求 ，取消了粮食
收购资格行政许可， 强化了粮食
流通事中事后的监管措施， 专门
建立起粮食流通信用监管制度 ，
强化了监督检查的职责和手段 ，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实现粮
食流通的有效监管建构起了新的
模式； 系统完善了粮食流通各类
主体在政策性粮食管理、 粮食流

通经营行为规范、粮食质量安全、
粮食节约和减损等方面的权利义
务规范， 细化规定了粮食流通的
禁止性行为， 补上了粮食流通管
理的制度短板； 适应粮食流通法
律治理的新要求，按照放松管制、
加强监管的法治理念和要求 ，通
过定额、倍数等不同罚则的设定，
全面强化对粮食流通违法违规行
为的法律责任追究， 进一步提升
违法成本、加大处罚力度。

黄炜说，条例健全完善了粮食
流通管理的制度框架，全面充实了
粮食流通管理的制度内容，是对粮
食流通治理经验的全面总结，是对
粮食流通监管政策的全面反映，标
志着粮食流通进入了全面依法治
理的新阶段。

丧偶儿媳能否
继承公公遗产？
问：王女士的丈夫 4 年前因病

去世后， 其带着女儿独自生活，至
今没有再婚，与公婆之间没有什么
接触，只是她的女儿偶尔会去探望
两位老人。 不久前，王女士听说她
的公公李某因病去世，留下来 2 套
房子等财产，于是要求和女儿一起
参与分割李某的遗产，结果被其婆
婆一口回绝。 丧偶儿媳有权继承公
公的遗产吗？

答：我国的遗产继承主要包括
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 ，其中 ，遗嘱
继承的效力优于法定继承。 因此，
如果王女士的公公李某去世前留
有遗嘱 ， 其遗产则按遗嘱继承处
理；如果没有立遗嘱 ，则应当按照
法定继承办理，李某的遗产由其法
定继承人继承。根据民法典第 1127
条的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
序是：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
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为第二顺序继承人。 很显然，法
定继承人是不包括儿媳在内的。

不过，民法典第 1129 条规定：
“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
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
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尽了主要赡
养义务，是指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
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
给予了主要扶助。 本案中，王女士
平时带着女儿独自生活，与公婆没
有什么走动，更谈不上尽了主要赡
养义务。 所以，她无法成为第一顺
序继承人来继承李某的遗产。

当然，王女士的女儿有权继承
其爷爷李某的遗产。民法典第 1128
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
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
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 被继承
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
代位继承。 ”由于王女士的丈夫先
于其父亲李某去世，因此王女士的
女儿即李某的孙女享有代位继承
权，继承她的父亲有权继承的遗产
份额。 潘法

手机失窃要
立即做六件事

在互联网金融时代， 手机已不
单单是满足通讯、娱乐需求的工具，
手机里装载的支付宝、微信、银行应
用等有理财功能的 App， 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的好帮手。 手机一旦丢失
或被不法分子窃取， 将给个人信息
和资金、 账户安全带来极大安全隐
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警方提醒公
众手机失窃后要第一时间做以下六
件事———

挂失冻结手机卡。 通过拨打相
应的客服电话来挂失冻结手机卡，
或直接前往营业厅办理手机卡挂
失， 防止不法分子使用短信验证码
登录手机中的应用软件。

冻结支付宝账户。 拨打支付宝
官方电话，对相关情况进行描述，让
客服人员为你冻结支付宝账户。 也
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进行挂失，在
支付宝的登录页面上， 点开下方的
“遇到问题”，点击“快速挂失”即可。

挂失微信账号。 拨打微信客服
电话，根据提示操作挂失微信账号。

冻结手机网银。 如果手机绑定
了网银等服务， 要立即拨打银行客
服电话，冻结手机网银账号。

及时通知亲友。不法分子窃取手
机后，可能会对手机通讯录上的亲朋
好友进行诈骗， 要及时通知亲友，并
在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发布手机失窃
信息。

补办手机卡。 当一切与自己财
产挂钩的项目都挂失完成后， 可携
带身份证去营业厅补办新卡。 新卡
一旦激活，旧卡便自动作废，这时可
对相关账户予以解冻， 建议修改更
新相关密码。 躬罔

全省公安机关
百日攻坚护平安
本报讯 按照省委、 省政府和

公安部部署，4 月到 6 月，全省公安
机关组织开展 “守护平安—献礼
2021”百日攻坚行动，重点组织严打
突出犯罪“铁拳”行动、整治治安问
题“雷霆”行动、维护公共安全 “铸
安”行动、竭诚为民服务“暖心”行动
等“七大行动”。 （皖公宣）

荨 4 月 15
日， 是我国第 6
个 “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歙县
王村镇综治中心

联合王 村 司 法

所、 派出所等部
门走上街头 ，联
合开展 “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 ”
宣传活动。 图为
工作人员向群众

讲解 《国家安全
法 》 《网络安全
法 》《反间谍法 》
等相关 法 律 知

识。
吴莘 摄

荩4 月 14 日，宿州市埇桥区时村镇文化宣传志愿者向
赶集居民宣传国家安全知识。当日，该镇组织综治、文广站、
计生办、司法、妇联、民政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开
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 李华勋 摄

国家安全宣传到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