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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记者熊丰 赵博） 公安部 24日
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A级
通缉令公开通缉 50 名重大在逃
人员。同时，公安部通报，“云
剑”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
关共抓获在逃人员 57106名，比
去年同期增长32%。

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忠义介
绍，今年6月13日“云剑”行动
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抓获严
重暴力犯罪案件在逃人员 7266
名，抓获诈骗、盗窃等侵财犯罪
在逃人员 16686名，分别比去年
同期增长20%、28%。

在“云剑”行动中，公安部
将抓捕潜逃多年的重大逃犯作为
重中之重。行动开展以来，全国
公安机关共抓获潜逃 5年以上的
在逃人员 1350 名，潜逃 10 年以
上的在逃人员 345名，分别比去
年同期增长 25%、30%。通过集
中追逃，全国公安机关破获了一
批尘封多年的积案。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公安
部此次公开通缉的 50 名在逃人
员主要涉嫌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
严重暴力犯罪、重大侵财犯罪和
重大黑恶犯罪。公安机关鼓励广
大群众积极举报线索，协助抓捕
犯罪嫌疑人。对提供有效线索，
为抓捕工作发挥关键作用的人
员，每抓获 1名在逃人员，公安
部将给予人民币 10 万元奖励。
对举报线索或者协助抓捕的群
众，公安机关承诺严格保密。

刘忠义介绍，公安机关将充分
运用科技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资
源，进一步提高追逃工作效率，继
续加大对历年重大在逃人员的缉捕
力度，对 1000 名重大积案在逃人
员进行集中督捕，适时继续发布公
安部A级通缉令，对特别重大的在
逃人员公开悬赏通缉。对重点场
所、重点行业开展集中清查行动，
进一步挤压在逃人员潜藏空间。

新华社北京 7月 24日电 （记
者熊丰） 记者从 24 日公安部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

《关于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
告》。通告规定，在逃人员自通告
发布之日起至 2019年 10月 31日前
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
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情
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免除处罚。

通告规定了 5种可视为自动投
案的情形：一是由于客观原因，本
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投案，委托他
人先代为投案的；二是犯罪后逃
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
投案的；三是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
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
关抓捕的；四是经亲友规劝、陪同
投案的；五是亲友主动报案后，将
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通告同时
规定，在逃人员有立功表现的，可
以依法从宽处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
厅长张晓津表示，通告具体规定了
从宽处理的期限以及投案自首、立
功的情形。凡是投案自首或者有立

功表现的在逃人员，都可以依法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投案自
首，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免
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
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司法实践
中，对于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检
察机关还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处
理。对于执迷不悟，在通告期限内
拒不投案自首的在逃人员，将依法
惩处，绝不姑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法网
恢恢，疏而不漏。司法机关将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决打击惩治各类违法犯罪；同时，
将始终秉承法治精神，坚持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希望广大群众积极
举报线索、新闻媒体积极宣传发
动，希望被通缉的在逃人员放弃侥
幸心理、主动投案自首。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记者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 24日发
布了 4 件性侵害儿童犯罪典型案
例。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表示，性
侵害儿童犯罪严重损害儿童身心健
康，严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人民
法院对此类犯罪历来坚持零容忍的
立场，对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
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判
处死刑，绝不姑息。

这 4件典型案例包括：韦明辉
强奸幼女被判处死刑案，小学教师
张宝战猥亵多名女学生案，蒋成飞
以招募童星为名诱骗女童在网络空
间裸聊猥亵案，李堉林猥亵男童
案。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说，这些

案例中，强奸幼女致人死亡的罪犯
韦明辉已于近期被执行死刑，三名
猥亵儿童的被告人也被从重判处刑
罚，彰显了人民法院对性侵儿童犯
罪一以贯之的零容忍态度。

这位负责人表示，当前，奸淫
幼女、猥亵儿童等性侵害儿童犯罪
仍处于多发态势。2017年至今年 6
月，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犯罪
案 件 8332 件 。 其 中 2017 年 审 结
2962 件 ， 2018 年 审 结 3567 件 ，
2019年 1至 6月审结 1803件。性侵
害儿童犯罪隐蔽性强，由于主客观
方面的原因，不排除还有一定比例
的案件尚未进入司法程序。近年
来，性侵害儿童犯罪案件数量有所
增多，原因复杂，其中与人民群众
的儿童保护意识增强、发现后及时
报案有一定关系。

他表示，人民法院根据猥亵儿
童的手段、情节、后果等因素，在
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以 2018
年为例，在被判处刑罚的猥亵犯罪
分子中，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有 23%以上，高出全国同期刑
事案件近 8 个百分点；对即使因
犯罪情节较轻而被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罪犯，亦要求一般不
得适用缓刑，最大限度体现了依
法从严惩处的政策精神。人民法
院综合考察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否
存在教育、监护等特殊关系，以
及 猥 亵 手 段 、 情 节 、 人 数 、 次
数、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对应当
认定为情节恶劣，判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坚决依法判处。

公安部公开通缉50名重大在逃人员
两高一部敦促在逃人员自首，5种情形可视为自动投案
最高法：对性侵儿童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判处死刑

据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记者 赵琬微 谢 樱

7 月的周末，北京多所中学
开展了初一新生的“学业水平调
查”。“卷子没有做完”“难度
大”……在海淀区一所中学门
口，走出考场的多名学生告诉记
者，考试一共 3个小时，包括语
文、数学、英语，最后一门英语
有 100多道题，还要写作文，60
分钟的时间很紧张。

多位家长透露，所谓“学业
水平调查”就是分班考试。关于
分班考试成绩与分班结果，学校
并未明确告知到底是“有关”还
是“无关”。但根据历年的经

验，家长普遍认为“有关”，而且
对往年分班的人数、班级等情况如
数家珍。

长沙市的小升初统一“分班
考”将于8月20日进行。为了进入
重点班，学生、家长在暑假要花费
不少时间进行准备，大量提前学
习、补习，弥漫着“要想分班好、
就要超前学”的焦虑气氛。

北京一位家长表示，孩子学业
水平差异非常大。比如英语，有的
初一新生水平可以考美国大学了，
有的还是小学生水平。因此，一些
学校采取平行分班、分层教学的方
式变相进行“快慢教学”，让不同
水平的孩子采取走班方式上课，虽
然班级不分快慢，但在学科上形成
了“快慢班”的效果。

记者采访发现，校内的分班考
试也带热了培训机构的“分班集
训”。“重点班是要把‘学习超前’
的孩子甄别出来，因此最好提前学
习物理、生物、化学内容。”长沙
市一家培训机构的老师说，虽然学

校对外声称没有重点班、快慢班，
但实际上很多学校存在。

记者了解到，对于明令禁止的
义务教育阶段重点班、快慢班，多
数学校严格遵守并平行分班，实现
生源水平的“均衡分配”。但仍有
部分学校会组织难度较大的“分班
考”，并以此划分重点班、快慢班。

此类“实验班”“重点班”大多以
隐秘方式存在，比如“单号”普通班，

“双号”重点班，或者 12 班、15 班为
“重点班”等。学生在入学时并不清
楚，但是经过几次考试公布成绩
后，大家都“心知肚明”。

还有一些名校利用贯通培养等
实验项目，实际上是进行分班培
养：初一将学生分成两种学制，针
对不同班级的孩子配备不同师资；
初二时再进行一次“淘汰”，并让

“普通班”的拔尖学生通过考试进
入重点班补充，形成以分数为导向
的“高度竞争”的学习环境。

“不可否认，根据学生能力分
层教学更有效率。但在义务教育阶

段，教育更注重的是公平，不能因
为重点班、快慢班而破坏教育资源
的均衡分配，尤其要警惕以‘因材
施教’为由而放任重点班、快慢
班，进一步加剧家长焦虑、攀比心
理，倒逼‘超前学’。”湖南师范大
学教授丁加勇说。

丁加勇建议，义务教育阶段均
衡分班政策的落实不到位，折射了
教育管理的“盲点”。教育部门应
该加强管理，比如可以采用由计算
机随机分班的方法，动态追踪学校
各班级的分班、成绩情况，加强日
常对班级的暗访、抽查，加大对学
校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畅通
家长举报监督渠道。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
东提出，学生不应被贴上不同的标
签去“塑造”，而应在宽松的环境
中充分发展自我，解决“快慢班、
重点班”问题的本质是优质师资更
公平的分配。只有师资均衡配置，
才能缓解家长的担忧，让均衡分班
政策切实落地。

重点班仍存、分班集训“抢跑”
——小升初“分班考”倒逼“超前学”现象透视

分班考试专项培训、小
升初课程预科学习……暑期
来临，国家政策明令禁止的
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班、快
慢班仍在一些地方存在，并
由此带热了校外培训机构的
小升初“分班集训”，加剧
了学生“超前学”现象，让
暑期成为紧张的“学习季”。

据新华社华盛顿 7月 23日电
（记者熊茂伶） 美国司法部 23日宣
布，已启动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反
垄断调查，此举或涉及脸书、谷
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知名科技
企业。

美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其
反垄断部门正在调查“市场领先的
在线平台”是否通过获得市场主导
力量来抑制竞争、阻碍创新或损害
消费者利益。声明称，这一调查将
考虑消费者和企业的“普遍关切”。

随着美国社会各界对大型科技
企业势力的担忧日渐增长，国会共
和、民主两党多名议员呼吁对科技
巨头加强监管力度，美国总统特朗
普近期也对谷歌、脸书、推特等科
技企业颇有微词。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
周就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和创新问题
举行听证会，脸书、谷歌、亚马逊、苹
果四家科技巨头高管悉数出席。脸
书 Libra 加密货币项目负责人也在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出席听证会。

美司法部启动对科技巨头反垄断调查

7月24日，中铁十一局施工人员在进行铺轨作业。
当日，商合杭铁路合肥北段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在安徽阜阳西站铺设完成，标志着商合杭

铁路合肥北段铺轨贯通。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规划和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商
合杭铁路开通后将实现河南、安徽、浙江三个省份交通动脉的“无缝对接”，并与长三角城际铁
路网形成互联互通，对加强中、东部经济联系具有重要作用。 （新华社发）

商合杭铁路
合肥北段铺轨贯通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记者梅世雄） 退役军人事务部、
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再次提高部
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从 2019年 8月 1日起，伤残人
员 （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
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
工） 残疾抚恤金标准、“三属”（烈
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
军人遗属） 定期抚恤金标准、“三
红”（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
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
员） 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
提高10%，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
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月提高
200 元，烈士老年子女生活补助标
准由现行每人每月 440 元提高至
490 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
承担。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 550 元提高
至 600 元、参战参试退役军人生
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 600
元提高至 650 元，农村籍老义务
兵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月增加补
助5元，达到每月40元。以上提标
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
承担。

提标后，一级因战、因公、因
病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分别为每人
每 年 88150 元 、 85370 元 、 82570
元 ， 分 别 比 2018 年 提 高 了 8010
元、7760元、7510元。

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
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分别提
高到每人每年 27980 元、24040 元
和 22610 元。在乡退伍红军老战
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
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分别提高
到每人每年 61130 元、61130 元和
27580元。

8月1日起

我国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这是7月16日在美国华盛顿国会拍摄的马克·埃斯珀 （前） 参加参议
院听证会的资料照片。

美国国会参议院23日投票批准马克·埃斯珀担任美国国防部长。
（新华社发）

美参议院批准埃斯珀担任国防部长

新华社莫斯科 7 月 23 日电
（记者李奥） 俄罗斯国防部 23日发
表 声 明 说 ， 俄 空 天 军 两 架 图 -
95MS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日本海中
立水域上空执行预定飞行任务过程
中没有侵犯韩国领空。

声明说，飞行数据显示，这两
架飞机遵守国际规则，没有偏离计
划路线，与独岛 （日本称竹岛） 的
距离超过 25 公里，没有侵犯韩国
领空。

声明说，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独岛 （日本称竹岛） 附近领空，韩
国两架 F-16 战机飞近俄战略轰炸
机并“采取了不专业的行为”，穿
越俄轰炸机航线，危及俄轰炸机安
全。韩方飞行员未与俄轰炸机机组
人员进行联络，韩国战机在发射信
号弹后飞离俄轰炸机。

声明说，韩国战机没有开火示

警。如果俄飞行员感觉安全受到威
胁，会立即进行回应。

声明说，韩方曾多次以自定的
防空识别区为由，试图阻止俄飞机
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
务。俄方不承认这些防空识别区，
并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将俄方这一
立场告知韩方。

23 日早些时候，韩国军方称
一架俄罗斯轰炸机当天两次短暂进
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独岛 （日本称
竹岛） 附近领空，韩军战机起飞应
对并开火示警。

韩国军方称，虽然俄罗斯战机
此前有时会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但这是俄军战机第一次进入“韩国
领空”。韩方表示，韩国总统府青
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已经就
这一事件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
书帕特鲁舍夫提出强烈抗议。

俄国防部：

俄战略轰炸机未侵犯韩国领空

【上接第1版】
消费市场平稳增长。上半年，

全 市 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012.3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6
月 份 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390.7亿元，同比增长12.3%。从限额
以上主要商品类别看，汽车类零售
额 295.6 亿元，同比增长 7.3%，其中
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159.4%。

外贸出口占全国份额继续提
高。上半年，全市完成进出口总额

4327.2 亿元，同比增长 7.4%。其
中，出口2778.8亿元，占全国的比
例为 3.49%，比去年同期提高 0.06
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上半年，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173
元，同比增长 9.3%，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 6.4%。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540元，增长
8.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354元，增长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