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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 （记者
黄小希 黄玥）中国人权研究会26日
发表《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凸
显“美式人权”的虚伪》一文，揭露美国
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及其反映的

“美式人权”的严重虚伪性，并指出美国
种族问题难解。

文章说，种族是美国重要的社会类
别区分。美国的种族歧视事实上就是
欧洲裔白人对所有其他少数种族的歧
视。

文章指出，美国种族歧视体现在现
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特别突出地表
现在执法司法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

域，并以大量事实做了介绍说明。
在执法司法领域，最为引人关注的

是警察滥用职权枪杀非洲裔事件频繁
发生。警察在面对不同种族时所采取
的差异性应对方式体现了执法中的双
重标准。

在经济领域，少数种族在就业市场
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薪酬歧视，贫困
状况严重，社会保障堪忧。

在社会生活中，少数种族在教育机
构遭受普遍的歧视与欺凌；工商业机构
歧视少数种族事件频发；工作场所中的
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现象明显。

文章还介绍了印第安人等原住民、

穆斯林群体、移民群体遭受的种族歧
视。

文章指出，美国种族歧视问题造成
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导致种族关系持
续恶化，仇恨犯罪不断增加，社会撕裂
日益严重。

文章认为，美国种族问题难解。种
族歧视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与现实
之中。这对少数种族权利和地位的平
等实现构成了结构性的障碍，也成为美
国社会撕裂的深层原因。2016年以来，
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呈现回潮之势。

文章强调，美国自诩为“人权卫
士”，却无意亦无力解决本国存在的严

重种族歧视问题，暴露了其制度性结构
性缺陷，凸显了“美式人权”的虚伪本
质。美国种族关系的现状受制于其国
内的政治架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
不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就无法改变美
国种族关系和种族歧视的恶性循环，少
数族裔人权保障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文章揭批“美式人权”虚伪本质

扫一扫 就看到

《美国根深蒂
固的种族歧视问
题 凸 显“ 美 式 人
权”的虚伪》全文

新华社昆明 7 月 26 日电 （记者
罗沙）据云南省扫黑办26日通报，自5
月28日向社会通报孙小果案件办理进
展情况以来，有关部门和地方开展了紧
张细致的调查核实工作，查阅了大量案
件相关档案材料，调查走访了大量案件
当事人、知情人及相关人员，案件查办
工作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近期作出决定，依法对孙小果
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
事案启动再审。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决定书
显示，1998年，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孙小果以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
害、寻衅滋事罪判处死刑；1999年，云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其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2007年，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再审改判孙小果有期徒刑二十年。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院
2007年 9月27日作出的（2006）云高
刑再终字第12号刑事判决（即原再审
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应当予以再审，并在再审过程中对该院
1999年3月9日作出的（1998）云高刑
一终字第104号刑事判决（即二审判
决）一并进行审查。

被判死刑后实际服刑
十二年零五个月

记者从云南省扫黑办了解到，办
案机关查明，孙小果（曾用名陈果、李
林宸），男，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
1977 年 10 月 27 日出生，1992 年 12
月至1994年10月在武警云南边防总
队新训大队、昆明市支队、武警昆明
边防学校服役（因未达到入伍年龄，
其继父李桥忠利用担任武警云南边
防总队司令部警务处副处长的职务
便利，将其出生日期改为 1975 年 10
月27日）。

服役期间，孙小果因犯强奸罪，被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于1995年12
月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1996年 4月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因违法办理保外就医未
收监执行）。

1997年4月至11月，孙小果在保
外就医期间又多次犯罪。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1998年2月以强奸、强制
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罪判处
其死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
年 3月二审改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2007年9月再审改判其有期徒刑
二十年。

2010年4月11日，孙小果经多次
减刑后刑满释放，实际服刑十二年零五
个月。出狱后，孙小果先后担任云南咪
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云南银合投资有
限公司、昆明玺吉商贸有限公司等企业
股东，以及原昆明昆都M2酒吧等多家
酒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出狱后涉嫌黑恶犯罪

办案机关查明，2018年7月21日
晚，孙小果受李某邀约，先后组织杨某
光、冯某逸等7人赶到昆明市官渡区金
汁路温莎KTV，对王某涛等人进行殴
打，致王某涛重伤二级，其他人不同程
度受伤。

案发后，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于
2018年7月30日对其立案侦查，于8
月30日对其取保候审。案件于2019
年1月3日移送至官渡区人民法院后，
办案部门发现孙小果系1998年一审被
判处死刑的罪犯，昆明市委遂及时向云
南省委报告。省委高度重视，要求对该
案深挖彻查，依法办理。官渡区人民法
院于2019年3月18日决定对其逮捕，
公安机关对孙小果2010年4月刑满释
放后涉嫌违法犯罪全面开展侦查，发现
孙小果及其团伙成员先后有组织地实
施了聚众斗殴、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
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涉嫌黑恶犯罪，公
安机关已立案侦查。2019年4月，中
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进驻云南后，
将该案作为重点案件进行督办；5月，
全国扫黑办又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
件，并派大要案督办组赴云南指导督促
案件办理工作。

被查涉案公职人员、
重要关系人增至20人

云南省纪检监察机关在之前已对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
职委员梁子安等11人立案审查调查，
并采取留置措施的基础上，近日又对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云南省司法厅原巡
视员罗正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原专职委员田波、云南省公安厅
刑事侦查总队原副总队长杨劲松等3
人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
施。同时，云南省检察机关在前期已对
4名监狱干警立案侦查并采取逮捕措
施的基础上，又对涉嫌徇私舞弊减刑的
2名监狱干警采取逮捕措施。至此，孙
小果案被查涉案公职人员、重要关系人
增至20人。具体情况为：

办案机关调查发现，在孙小果案
2007年再审中，受其母孙鹤予、继父李
桥忠请托，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田波涉嫌徇私
枉法、受贿等严重违纪违法。梁子安、
田波2人分别于2019年5月、6月被采
取留置措施。

同时，云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
原副总队长杨劲松因在孙小果案中涉
嫌违纪违法，于2019年6月被采取留
置措施。

调查发现，在孙小果服刑期间，孙
鹤予、李桥忠请托云南省司法厅原巡视
员罗正云，云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
朱旭、原副巡视员刘思源，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原副庭长陈
超，为孙小果违规考核计分、评选“劳动
改造积极分子”、利用并非其发明的实
用新型专利认定重大立功，违法帮助其
减刑。日前，上述4人因涉嫌徇私舞弊
减刑、受贿等严重违纪违法，分别被采
取留置措施。

办案机关调查发现，昆明市公安局
官渡分局在办理孙小果2018年7月21
日聚众斗殴案过程中，受孙小果、李桥
忠请托，时任官渡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公安分局局长李进，官渡公安分局菊花
派出所所长郑云晋收受贿赂，虚构孙小
果自首情节，违法为其办理取保候审。
李进、郑云晋2人因涉嫌徇私枉法、受
贿等严重违纪违法，于2019年4月被
采取留置措施。

此外，云南省检察机关对在孙小果
服刑期间涉嫌违法帮助其减刑的云南
省监狱管理局安全环保处处长王开贵、
云南省第一监狱指挥中心监控民警周
忠平、云南省第二监狱十九监区监区长
文智深、云南省第二监狱医院管教干部
沈鲲、云南省第一监狱督查专员贝虎
跃、云南省官渡监狱副政委杨松等6名
监狱干警，以涉嫌徇私舞弊减刑罪进行
立案侦查，并分别于2019年5月、6月
采取逮捕措施。

此前，孙鹤予、李桥忠、李卓宸（孙
小果之兄），王德彬、孙冯云（孙小果案
重要关系人）等5人均因在孙小果案中
涉嫌违纪违法被采取留置措施。

调查中还发现其他重要线索，有关
部门正在依法依纪深入开展调查。

网传孙小果身世背
景多有不实

云南省扫黑办还介绍了有关部门
调查的孙小果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

系的基本情况：
孙小果母亲孙鹤予，曾用名孙学

梅，1952年生，现年67岁，昆明市公安
局官渡分局原民警，因包庇孙小果
1994年强奸案于1998年被开除公职，
后被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以包庇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3年7月释放。

孙小果生父陈跃，曾用名陈耀，
1940年生，1973年从部队转业到昆明
市公安局任普通干警。1982年2月与
孙鹤予离婚。1985年离开昆明市公安
局到昆明市物资局工作，1996年因脑
溢血中风瘫痪后病退，2016年8月20
日去世。

孙小果继父李桥忠，曾用名李乔
忠，1958年生，现年61岁，1992年与孙
鹤予结婚，1996年从部队转业到昆明
市公安局五华分局任副局长（正科级），
1998年因为孙小果1994年强奸案违
规办理取保候审等受到留党察看两年、
撤职处分，2002年任五华区城管局副
局长（副科级），2004年任局长，2018
年10月退休。

孙小果爷爷陈玉清，原昆二十中工
人；奶奶陈慧芬，原昆十一中工人，均已
故。

孙小果外公孙其翔，原成都铁路局
重庆分局工人；外婆吴秀兰，原山城针
织厂工人，均已故。

李桥忠父亲李发成，现年81岁，云
南省墨江县农民；李桥忠母亲马贵芝，
云南省墨江县农民，已故。

孙鹤予、李桥忠因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已于2019年4月被采取留置措施，
接受调查。未发现孙小果生父陈跃涉
及孙小果案。

此前网络上有关孙小果家庭背景
的传闻，与有关部门调查掌握的孙小果
家庭实际情况不符。

全国扫黑办表示对孙
小果案将坚决一查到底

全国扫黑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全
国扫黑办已将孙小果案列为重点案
件，实行挂牌督办，并派大要案督办组
赴云南指导督促案件办理工作。下一
步，全国扫黑办将继续督促云南政法
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依纪加大案件办
理及有关问题查办力度，对于案件涉
及的国家公职人员违纪违法问题和线
索，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将坚决一查
到底，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重大进展情况和调查处理结果将适时
向社会公布。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孙小果案启动再审
被查涉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增至20人

➡截至26日13时，贵州水城“7·23”特大山体滑坡灾害已致24人遇难，仍有27
人失联。 （据新华社）

贵州水城“7·23”特大山体滑坡已致24人遇难 仍有27人失联

➡华为公司26日在深圳发布首款5G商用手机，同时，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
华为智慧屏近期将上市。作为获得“首张中国5G进网许可证”的5G手机，华为
Mate20X 5G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支持独立组网/非独立组网的5G双模手机，搭
载华为5G 7nm（纳米）麒麟980芯片及7nm巴龙5000终端芯片模组，并支持双卡
双待。

华为发布首款5G商用手机 鸿蒙系统将上市

➡近期，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对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未按名址投递快件一
案实施调查发现，联邦快递关于将涉华为公司快件转至美国系“误操作”的说法与
事实不符。另发现联邦快递涉嫌滞留逾百件涉华为公司进境快件。调查期间，还
发现联邦快递其他违法违规线索。国家有关部门将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
继续依法深入开展调查工作。

联邦快递所称将涉华为公司快件转至美国系“误操作”与事实不符

快读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9年7月27日9:00－2019年7月31日17:00。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渝地监告字[2019]22号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序号

X19220

土地位置

渝北区两路组团A分区A115-3、A125-
1、A125-2号宗地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二类居住用
地、商业用地、
商务用地

现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商务

用地

土地面积（㎡）
原面积

110719

现面积

110719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原规模

233378

现规模

291074.49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233378

现规模

233378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570

原土地使用权人

重庆北城致远实业有限公司

调整依据

该项目现部分竣工，根据《房测报告》及《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转换；新明确
不计容建筑面积平方米（其中车库42528.37平方米、配套
设施5482.65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X19221

X19222

X19223

巴南区南彭组团A标准分区A2-1/04、
A4-1/03、A6-1/04、A8-1/02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K-A7-2-1/02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K-B6-4/03号宗地

物流仓储用地

商业、车库

商业、车库

物流仓储用地

商业、车库

商业、车库

1698615

2867.22

3079.33

1698615

2867.22

3079.33

4262478.24

10295.11

11088.98

4287411.96

10295.11

11088.98

4262478.24

4346.59

4434.46

4265402.19

4346.59

4434.46

46

295

308

重庆华南城有限公司、重庆禧
富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陈
家桥街道办事处、重庆西泽物

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陈
家桥街道办事处、重庆西泽物

业发展有限公司

现南彭组团A标准分区A6-1/04（部分二）宗地建设项目
已全部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增加
2923.95平方米（仓储用房）；新明确不计容规模22009.77
平方米（其中架空层489.62平方米，车库21520.15平方米
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该项目为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现土地使
用权人申请将该项目中10295.11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其
中计容商业4346.59平方米、不计容车库5948.52平方米）
分摊的2867.22平方米土地的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
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为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现土地使
用权人申请将该项目中11088.98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其
中计容商业4434.46平方米、不计容车库6654.52平方米）
分摊的3079.33平方米土地的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
补缴地价款。

X19224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I分区I88-01-1/03、
I89-01/02号宗地 物流仓储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95624

95982（含地上
空间土地使用
权358平方米）

191248 191248 191248 191248 8 重庆闽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关于征询西永组团358平方米零星用地是否具备单
独实施开发建设的复函》（渝规沙函〔2018〕84号），土地使
用权人申请将358平方米零星用地纳入该项目一并开发
建设，补缴地价款。

本报西安电 （记者 黄琪奥）
7 月 27日至 30日，由国家新闻出版
署、陕西省人民政府和西安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十九届全国图书交
易博览会(以下简称书博会)将在陕西
西安市举行。7月26日，重庆日报记
者在书博会现场提前打探到，重庆出
版集团、重庆大学出版社、西南大学出
版社等单位将携带千余种图书亮相本
次书博会，让更多读者感受渝版图书
的力量。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加此次西安
书博会的重庆展团位于B2馆，整个
展馆在设计上凸显了山城特色。除
了在展区外墙上，用翻开的书页和城
市剪影造型，配以重庆美图为背景，
制造出带有书香气息的重庆热门“打
卡”点外，还通过大量绿植和环保松
木制作的弧形书架打造了一个轻松、
舒适的阅读环境，为整个书博会增添

一抹亮色。
据悉，此次重庆展团除了有重庆出

版集团、重庆大学出版社、西南大学出
版社外，当代党员杂志社、重庆润知远
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6家文化企业
也出现在书博会现场。重庆出版集团
将带来《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丛书》等多本献礼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图书，以及全方位展现重
庆深厚文化底蕴的《血火十八梯》《铁血
七曜》《英雄并未走远》等。西南师范大
学出版社则精心选取了130多个品种
的渝版图书，向读者展示该出版社近年
来所取得的成果。

此次重庆展团还将在书博会现场
举行多项活动。7月27日下午，重庆
出版集团将首发绘本《童年书》。此外，
参展单位还将邀请多位名家来到书博
会现场，和读者一起分享写作心得，共
同感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千余种渝版图书集体亮相西安书博会

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天，94岁的
张富清回忆起今天上午的情景，依然激
动不已：“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跟前，握
着我的手，说张老好。我心情特别地激
动，就把我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地说出
来了。总书记和我说话的时间比较长，
他非常亲切。”

26日上午，京西宾馆会议楼前厅，
军功章光芒闪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这里会
见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
作为全国退役军人的杰出代表，张富清
老人和其他四位老军人被特意安排在
合影的第一排就座。

“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我是
党培养的，我要跟紧党走，做一名党的
好战士。”94岁的张富清紧紧握着习近
平总书记的双手，激动地说道。

“你都做到了。你是全党全国人民
的楷模！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习近平
总书记俯下身，双手紧握住老人的手，
深情地说。全场掌声雷动。

在活动现场，因为听力不好，加上心
情激动，张富清没有完全听清习近平总
书记的祝福。等到下午，电视上播出了
活动的画面，张富清问儿子张健全：“总
书记说我什么了？”张健全告诉他：“总书
记让你保重身体，祝你健康长寿！”张富
清老人开心地笑了：“这也是我这辈子以
来，最幸福、最高兴的一件事。”说话间，
老人眼中微微泛起了泪光。

7月24日，张富清抵达北京。这
是老人第一次乘坐动车。在动车上，列
车员认出了老英雄，主动过来问候：“爷
爷，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66年前，张富清和战友们被安排
到部队院校学习前，曾在北京有过短暂
停留，后他投身湖北地方建设。这是
66年后，老人第二次来北京。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看着窗外的
北京，老人动情地说：“看到现在的北京
这么繁华，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我
们当年的流血牺牲都值得！”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我们当年的流血牺牲都值得”
——回访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的老英雄张富清

新华社记者 熊琦

➡7月26日11时5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
功将遥感三十号0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遥感三十号05组卫星采
用多星组网模式，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这次发射是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08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三十号05组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