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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聚焦

国际聚焦

句话新闻

》8月1日起国家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抚恤
补助标准

》重庆“万里长江第一街”正式对外开放
》桂林上半年接待游客量突破6000万人次
》重庆：严禁校外培训机构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乐山公安成功侦破特大电信诈骗案 涉案金额1.3亿元
》基本解决执行难 近3年江苏法院执行到位2483亿元
》甘肃引入社会力量共建应急救援体系

均据新华社

白皮书说——
“在2017年国防费位居世界前列

的国家中，中国国防费无论是占国内
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还
是国民人均和军人人均数额，都处于
较低水平。”

专家解读——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博士后

周洲：国防开支历来是国际社会关注
的焦点。新版国防白皮书从国防费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国防费占财政
支出比重和人均国防费水平等三个
维度，比较了 2017年世界国防费位居

世界前列的国家有关情况，有力地说
明了中国国防费增长是合理适度的，
开支水平是偏低的。

此外，白皮书体例和语言风格上
也实现了创新和突破。曹延中说，新
版白皮书在保持政府文告平实、准确
基调的基础上，对撰写体例、语言风格
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尝试，使白皮书的
语言风格既庄重严肃，又大气磅礴，增
强了白皮书的生动性感染力影响力。
新版白皮书还注重运用大量翔实具体
的事实数据和图表说话，极大提高了
信息量，增强了透明度和说服力。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军事专家解读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大亮点

进入新时代，中国防御
性国防政策有哪些新
特点和新内涵？中国武

装力量是如何运用的？中国如何
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发展？
取得了哪些历史性突破和成就？
增长的国防费主要花在了什么
地方？中国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做了什么？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24日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
防》，军事专家对这部白皮书中
的六大亮点进行了解读。

□ 新华社记者 朱鸿亮 孟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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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司法部反垄断部门主管马坎·
德尔拉希姆表示，如果没有真正的市
场竞争规范，科技企业不会以满足消
费者需求的方式行事，反垄断调查将
探讨这些“重要问题”。他表示，如果
发现违法行为，司法部将采取适当措
施进行整顿。

据新华社巴黎7月23日电（记者
杨一苗）记者近日采访发现，随着相关
机构不断发布安全提醒以及法国旅游
部门对中国游客服务水平的提升，中
国游客的安全意识正在逐渐增强。

近年来，中国游客出境游持续升
温，2018年中国公民赴法国旅游数量
达到 230万人次。但与此同时，偷盗、
抢劫、诈骗等不法事件的发生，也使
一些中国游客在海外遭受财产损失
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近期，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其网
站上连续发布公告，提醒来法旅游的
中国游客防范不法事件的发生，告诫
他们不仅要提防在商场、地铁上的直
接偷窃、抢劫行为，还要留意在旅游

景点不法分子通过变魔术、弄脏衣服
等方式转移游客注意力以实施盗窃。

旅游大巴近年来频频成为抢劫
目标，犯罪分子的惯用手段是在游客
下大巴取行李进酒店时进行抢劫。
对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特别提醒来
法中国公民，尽量选择有资质、信誉
好的旅行社，提前了解入住酒店所在
区域环境条件等信息，谨慎选择廉价
酒店，同时在酒店等公共场所时刻留
意随身物品。

从事中国游客欧洲多国游业务
的法国文华旅行社董事长李晓彤告
诉记者，中国游客海外旅行的安全意
识正在提高，同时更加注重旅行中的
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体验。

法国：中国游客安全意识逐渐增强

美国司法部
启动针对科技巨头反垄断调查

7 月 23 日是农历二
十四节气中的大暑，广西
都安瑶族自治县澄江镇
田园如画，风景宜人。图
为无人机拍摄的广西都
安瑶族自治县澄江镇的
田园风光。

新华社发

白皮书说——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
谋求势力范围，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
战略方针，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专家解读——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

曹延中：国防政策一直是白皮书的核
心内容，历届综合型国防白皮书都对
中 国 防 御 性 国 防 政 策 进 行 重 点 阐
述。新版国防白皮书全面贯彻习近

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军事战略思想，
从新时代中国国防的根本目标、鲜明
特征、战略指导、发展路径和世界意
义五个方面，构建了新时代防御性国
防政策体系。特别是明确将坚持永
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
围作为新时代中国国防的鲜明特征，
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上
升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作
为新时代中国国防的世界意义。这
些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是国防政
策的重大创新。

白皮书说——
“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

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
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
护国家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专家解读——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
员闫文虎：进入新时代，我军的职能
使命在不断拓展。把“四个战略支
撑”作为我军新时代使命任务，适应
了国家安全环境的新变化，顺应了维
护海外利益的新要求，反映了对我军
使命任务的新认识新发展。

白皮书说——
“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

谋求势力范围，这是新时代中国国防
的鲜明特征。”

专家解读——
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院副

研究员释清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
永不谋求势力范围，是我国长期坚持

的对外政策，也是习主席在多个国际
场合向世界作出的重大政策宣示。
新版白皮书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国
防的鲜明特征，凸显了新时代中国国
防政策的防御性，反映了中国战略意
图的透明，有助于消除外界对中国发
展的疑虑，破解一些人炒作的所谓

“中国威胁论”。

白皮书说——
“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世界意义。”
专家解读——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

员童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大理论创新，被写入宪法和党章。
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必须忠实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积极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

白皮书说——
“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

力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
策性问题，迈出了强军兴军历史性步
伐。”

专家解读——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助理研

究员王剑飞：改革是决定中国前途命
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军队发展壮
大、制胜未来的关键一招。白皮书深
度介绍改革后的国防和军队主要情
况，回应了国际国内对中国军改的关
切，展现了改革后我军创新发展、自
信透明的良好形象。

首次正式公开新时代军队“四
个战略支撑”的使命任务亮点二

首次把“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
势力范围”作为新时代中国国防的鲜明特征亮点三

首次把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
新时代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向亮点四

首次全景式介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亮点五

首次通过国防开支的国际比较阐明中
国国防费与保障需求的差距亮点六

火箭军在戈壁训练场组织实战化训练，进行实弹发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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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猥亵多名女学生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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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数量有所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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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处刑罚的猥亵犯罪分子中，判处三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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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负责人说，据部分地区法院
统计，近年来审理的性侵害儿童的案
件中，有近三成是被告人利用网络聊
天工具结识儿童后实施。这就需要
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企业、社会、学
校和家长携手合作，通过加强管理、
行业自律，改进技术，设置儿童对特
定网络的禁止链接和不法信息识别、
屏蔽，强化儿童使用网络的安全教育
等多种途径，共同为儿童成长营造安
全、健康、绿色的网络环境。

记者同时获悉，经最高人民法院
依法核准，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山东省临沂市
中级人民法院 24 日上午对强奸幼女
并强迫卖淫的罪犯何龙执行了死刑。

最高法：

对性侵害儿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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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