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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电梯式”降刑
跳过两个量刑档次

我国力争婴幼儿配方乳粉
自给水平稳定在60%以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3日称，我国将大力
实施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品质提升、产
业升级、品牌培育”行动计划，力争婴幼
儿配方乳粉自给水平稳定在60%以上。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的《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
方案》，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产量稳步增
加，更好地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
求；产品质量安全可靠，品质稳步提升，
消费者信心和满意度明显提高；产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行业集中度和技术装备
水平继续提升；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市场销售额显著提高，中国品牌婴幼儿
配方乳粉在国内市场的排名明显提升。

方案明确，要实施“品质提升行动”，
坚持最严格的监管制度，健全全行业、全
链条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实行从源头
到消费的全过程监管；实施“产业升级行
动”，加快提升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
科技含量，降低生产成本，推进企业转型
升级，全面提升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市
场竞争力；实施“品牌培育行动”，客观反
映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在保障质量安全、
提升产品品质方面的进展成效，不断提高
国产产品的整体美誉度。 据新华社

接近孙小果案的接近孙小果案的
权威人士透露权威人士透露，，19981998
年年，，孙小果一审被判孙小果一审被判
处死刑后处死刑后，，二审维持二审维持
原判原判，，但死刑没被核但死刑没被核
准准，，遂改为死缓遂改为死缓。。孙小孙小
果在服刑期间果在服刑期间，，此案此案
又启动再审程序又启动再审程序，，再再
审后对原量刑做了大审后对原量刑做了大
幅度调整幅度调整，，孙小果最孙小果最
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
2020年年

法学专家表示法学专家表示，，
再审判决时再审判决时，，比照一比照一、、
二审判决二审判决，，此案强奸此案强奸
罪的刑罚至少跳过了罪的刑罚至少跳过了
死缓刑死缓刑、、无期徒刑两无期徒刑两
个重大量刑档次个重大量刑档次。。结结
合公开披露的事实合公开披露的事实，，
孙 小 果 当 众 强 奸 他孙 小 果 当 众 强 奸 他
人人，，强奸多人强奸多人，，又是非又是非
法保外就医期间再犯法保外就医期间再犯
罪罪，，而且犯数罪而且犯数罪，，再审再审
判决却是判决却是““电梯式电梯式””降降
刑刑，，其中原因值得深其中原因值得深
入调查入调查

媒体广泛关注的媒体广泛关注的
““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实际获得实际获得
的减刑为的减刑为11年年55个月个月。。
知情人士称知情人士称，，在云南在云南
省第一监狱省第一监狱，，孙小果孙小果
的这项的这项““发明发明””就已完就已完
成且向国家知识产权成且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申请了专利认定局申请了专利认定，，
只是在云南省第二监只是在云南省第二监
狱服刑期间才获得了狱服刑期间才获得了
专利证书专利证书

再审判决“电梯式”降刑
减刑并非关键，改判才是关键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在《中国法律年鉴（1999）》
“案件选编”发布的材料，孙小果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如下：孙小果因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强制侮辱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故意伤害罪，判
处有期徒刑七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加原因
强奸罪所判余刑二年四个月又十二天，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根据法律规定，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必须至少
有一项单罪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
的，必须任何一项单罪都不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包括无期徒刑）
的刑罚，即最高的单罪也只能是有期徒刑。

相关资深法学专家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分析指出，因此案
再审后，孙小果数罪并罚后最终刑罚为有期徒刑20年，因此其任
何一项单罪最高刑都只能是有期徒刑15年以下的刑罚（包括15
年本数），故其原来被判死刑的强奸罪，在再审中必然被改判为有
期徒刑15年以下的刑罚（包括15年本数）。

这意味着，再审判决时，比照一、二审判决，此案强奸罪的刑
罚至少跳过了死缓刑、无期徒刑两个重大量刑档次。结合公开披
露的事实，孙小果当众强奸他人，强奸多人，又是非法保外就医
期间再犯罪，而且犯数罪，再审判决却是“电梯式”降刑，其中原
因值得深入调查。

上述资深法学专家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分析称，如此看来，
孙小果案中，服刑过程中的减刑并非关键，改判才是关键。根据法
律规定，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20年的，实际执行刑期过半（超
过 10 年）才可以减刑释放，并且实际服刑期包括审判前的羁押
期。孙小果于1997年被抓，2010年4月出狱，其实际服刑时间约为
13年，已经超过了10年，并没有明显违背减刑、假释的相关规定。

并非其发明的“发明专利”
实际获得减刑1年5个月

至于公众质疑的孙小果靠“发明专利”减刑事实，另据接近孙
小果案的权威人士透露，孙小果先后在两所监狱服刑：云南省第
一监狱与云南省第二监狱。在云南省第二监狱，孙小果获得一次
减刑，总共为两年八个月，其余的大部分减刑在云南省第一监狱
完成。

孙小果转至云南省第二监狱的时间为2009年1月，在这里他
总共获得了两年八个月的减刑，其中有一年三个月是常规表现获
得，媒体广泛关注的“发明专利”实际获得的减刑为1年5个月。知
情人士称，在云南省第一监狱，孙小果的这项“发明”就已完成且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专利认定，只是在云南省第二监狱服刑
期间才获得了专利证书。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信息，孙小果
申请“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的时间为2008年10月27日，授权
公告日为2009年5月6日。

云南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吕江此前
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刑法》第七十八条第
三款规定，犯罪分子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的技术革新，是重大立
功的表现，应当减刑。吕江称，专利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
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国家对专利授权严格把控，需满足新颖性、
创造性、实用性三个条件。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此前向媒体解释，
发明专利的要求较高，而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要求相
对简单，有时就是一个噱头，并无技术含量，只是一种新方法而
已，“孙小果申请的就是实用新型专利，能不能作为重大立功来减
刑，其实是一个问题。”

云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此前通报，孙小果
在服刑期间，其母孙鹤予、继父李桥忠与监狱、法院相关人员共
谋，利用并非其发明的“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申请实用新型专
利，达到认定重大立功帮助其减刑的目的。目前，有关部门已对涉
嫌徇私舞弊减刑的省监狱管理局1名干警、省一监1名干警、省二
监2名干警采取逮捕措施，其他涉案人员正在调查中。据该通报，
相关部门已对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刘思源、省监狱管理局原
副局长朱旭、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昆
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原副庭长陈超以及孙小果重要关
系人等11人采取留置措施。

就此案，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要求云南省委组织精干
力量，依法严惩、深挖彻查到位，把该案办成铁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木木

IEEE解除对华为员工
参与同行评审的限制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电气与电子工
程师协会（IEEE）2 日发表声明说，解除
对华为及其子公司员工参与IEEE出版
过程中同行评审和编辑工作的限制。

声明说，所有IEEE会员都可以继续
正常参与IEEE的全部活动，无论他们的
雇主是谁。

美国商务部5月中旬将华为及其附
属公司列入限制交易的“实体清单”。
IEEE随后发布声明说，华为公司及其员
工无法参与IEEE一些通常不向公众开
放的活动，包括部分出版物的同行评审
和编辑过程。

IEEE此举在学术界招致广泛批评。
中国科协所属十学会2日发表声明称，
这一“审稿门”事件，是对科学家个人和
机构的严重歧视，是学术交流发展中的
严重倒退，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科技界的
一场危机。

IEEE发表的最新声明说，此前限制
性的做法是为了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
经与美国商务部沟通，华为及其子公司
的员工可以参加IEEE出版过程的同行
评审和编辑工作。

声明说：“我们由衷地感谢来自世界
各地的会员和志愿者向IEEE提出的问
题和意见，同时也感谢大家耐心等待我
们处理好这一复杂的法律情况。”

IEEE 由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和无
线电工程师协会于1963年合并而成，目
前在全球拥有43万多名会员。作为全球
最大的专业技术组织，IEEE在电气及电
子工程、计算机、通信等领域发表的技术
文献数量占全球同类文献的30%。

据新华社

孙 小 果 死 刑 改 判 路 径 揭 秘

日前，接近孙小果案的权威人士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透露，1998年，孙小果一审
被判处死刑后，二审维持原判，但死刑没被核准，遂改为死缓。孙小果在服刑期间，此案又启
动再审程序，再审后对原量刑做了大幅度调整，孙小果最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孙小果 图据知情人提供

新华时评新华时评//

任何挑战都挡不住
中国前进的步伐

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发布《关于中美
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不仅介绍
了中美经贸磋商基本情况，更阐明中国
对中美经贸磋商的政策立场，彰显中国
不惧压力、迎接挑战的底气和信心。

近一段时间，美方不断升级经贸摩
擦，并对中国企业肆意打压，压制中国创
新、遏制中国发展的用心昭然若揭。面对
风险挑战，最有力的应对就是办好自己
的事情。在总量突破 90 万亿元的基础
上，今年前4个月中国经济运行保持稳
定、城镇新增就业459万人、外汇储备保
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新登记企业数日
均达1.86万户……面对“山雨欲来风满
楼”，中国展现“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发展
韧性，提振了应对外部冲击的信心。

发展从来不会是一片坦途。新中国成
立70年来的艰辛历程，就是一部“踏平坎
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奋斗史。面
对重重风险挑战，中国沉着应对，在风雨
中不断发展壮大，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跨越。从艰难困苦中走来，
任何挑战都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

今日中国，这种一往无前的信念更为
强大。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
场”，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
等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中国产业
链齐全、构成多元，具有极大弹性与韧性，
制造业提质增效步伐加快，新动能加速培
育。中国发展的深厚实力与巨大潜力，正是
我们无惧压力和风险的底气所在。

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更为坚
定。就在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于近
期发放5G商用牌照”的最新消息引人关
注。其中，“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内外企业”

“共同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等，展现了
中国按照既定节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的定力和胸怀。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推出
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举措，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出台外商投资法、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无论形势如何发展
变化，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正是
我们抗压力、抗风险的力量之源。

正如白皮书所指出的：面对各种风
险和挑战，中国有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
机，开拓一片新天地。 据新华社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3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近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中国学生
赴美留学遇到一些障碍，对此
教育部决定发布2019年第1号
留学预警，提醒广大学生学者
出国留学前加强风险评估，增
强防范意识。

续梅说，今年是中美建交
40周年，40年来中美的教育
合作交流规模不断扩大，领域
不断拓宽，已经成为两国关系
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段时间以
来，中方部分赴美留学人员的
签证受到限制，出现签证审查
周期延长、有效期缩短以及拒
签率上升的情况，对中方留学
人员正常赴美学习或在美顺
利完成学业造成影响。教育部
提醒广大学生学者出国留学
前加强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
识，做好相应准备。

教育部发布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
提醒广大学生学者出国留学前加强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识

教育部3日发布2019年第1号
留学预警。留学预警发布之后，中
国政府未来对美教育交流合作的
态度和预期是什么？教育交流合作
领域是否受到中美经贸摩擦影响？
美国大学是否正在向中国大陆学
生关闭大门？3日下午，教育部在国
新办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回答了
记者提问。

美方行为正使中美教
育交流合作遭遇寒流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
司长徐永吉表示，在当前中美经贸
摩擦背景下，两国教育交流合作形
式日趋复杂。美国会和联邦政府部
门将部分正常中美教育交流合作
活动政治化，冠以“中国威胁”“中
国渗透”之名进行打压，诬蔑孔子
学院为中国在美扩张政治影响、进
行价值传播的工具，诬陷中国学生
学者在美开展“非传统间谍”活动
并进行无端滋扰。

他说，在留学生交往方面，近
一段时间以来，美联邦政府对中国
部分专业赴美学生进行签证限制，
延长签证审查周期、缩短有效期，拒
签率上升。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统
计，2018年我计划公派赴美留学
10313人，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按原
计划赴美331人，占计划派出人数
3.2%；2019年1月至3月，中方计划公
派赴美留学1353人，因签证问题未
能成行182人，占计划派出人数

13.5%。2018年以来，美以反间谍为
由吊销或重新审查中方赴美人员签
证，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扩散，近
期美方还取消了一批中方从事中美
关系研究学者赴美十年签证。

徐永吉表示，上述种种行为已
经对中国在美留学生的尊严造成
伤害，也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
情。可以说，美方的行为正在使中
美教育交流合作遭遇寒流。希望美
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以更加积极
的姿态，多做有益于促进两国教育
交流合作的事情，为增进两国人民
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作出努力。

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同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开展留学生交流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8年公布
的《门户开放报告》显示，中国是美
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2017至
2018学年在美国高校注册学生的中
国留学生为36.33万人，占全部国际
学生数量的33.2%，同比增长3.6%。
2017学年，中国留学生为美国带来
了近139亿美元的经济收入。

徐永吉表示，中国愿意同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教育交
流合作，但是合作不是单向的，而
是基于双方共同的意愿和互相尊
重。自信开放的中国学生以世界为
怀，愿与所有友好国家的青年一起
交流、学习、创造，为推动人类的文
明和科技发展共同作出贡献。

他说，中方始终认为，不管政
治经济关系如何变化，教育交流合
作要始终保持自信和定力。中国政
府始终支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
界各国开展留学生交流。从1978年
到2018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
员累计达585.71万人。2018年，中国
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较
去年增长8.83%。未来，中国政府将
继续秉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
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继续同
各国相互借鉴教育理念和管理经
验，不断加强人员往来，共同推动
教育发展。

美国高校纷纷发声，欢
迎和支持包括中国学生在
内的国际学生和学者

最近有媒体报道，麻省理工学
院2019年本科生未招收一名中国

大陆学生，也有传闻称美国大学正
在向中国大陆学生关闭大门。

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
表示，教育部已请驻外使领馆核实
相关情况，也向一些美国高校了解
情况，还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
了初步核实。目前掌握到的情况，
已经有大陆学生接到了麻省理工
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另外，像耶鲁
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这些学校都
表示他们向我们的大陆学生发出
了超过10份的本科录取通知书，这
个数量和往年相比大体相当。

“总体上来看，尽管中美贸易摩
擦一直在持续，但是中国学生到美
国去留学的总体形势保持了平稳态
势。”她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
美国著名高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
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莱斯大学等学校校长，他们都
纷纷发声，表示欢迎和支持包括中
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和学者。

“像哈佛大学的校长表示中
美高校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
和交流，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特
别重要。”续梅说，莱斯大学校长
给全校所有人员发了一封信，信
里写：我们的国际学生、教职员工
和来访的学者，不论你们是从哪
里来的，在莱斯大学都会受到尊
重和欢迎。“所以这些大家也可以
看出来，美国高校对华交往合作
的态度是开放的，对于留学生的态
度也是欢迎的。” 据新华社

教育部就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
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