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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美国公司起诉美商务部
认为美商务部扣押华为设备并迟迟不作出相关决定的行为“非法”

国内 09
2019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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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
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再次抛出“强
制技术转让”“网络黑客攻击”等陈词滥
调，还表示“知识产权盗窃正是美国政府
对中国采取激进立场的主要原因”。

再过几天，中美两国元首将在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在这样的节骨眼上，美国一些人又出来
散播谬论、制造杂音，不利于双方通过
平等对话解决问题。

纳瓦罗曾在其代表作《致命中国》
中，对中国进行污蔑，被媒体称为“鹰派
中的鹰派”，在中美经贸磋商中多次扮
演不光彩的“搅局者”角色。去年5月与
11月双方谈判前，还有去年12月中美两
国元首会晤之后，他都曾发表强硬言论
攻击中国。就在两国元首将在日本大阪
举行会晤前夕，纳瓦罗又对中国泼脏
水，并且放言：我们要么得到很多，要么
没有。

从纳瓦罗的一系列言论中，人们不

难看出，以臆想代替事实、以情绪代替
理性，正是美国一些人的思维习惯。纳
瓦罗们罔顾事实真相，无视国际贸易运
行的规律和规则，而是陷在唯我独尊、
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中，给中国罗
织“盗窃知识产权”等“罪名”，大肆炮制

“中国威胁论”耸人听闻。这些偏激的做
法不仅荒谬，而且危险。

中方《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
场》白皮书明确指出，历史和事实充分
证明，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
不是偷来的、不是抢来的，而是通过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得来的。

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已建
立起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适应中国国
情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重视发挥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取得显著成
效。2018年，中国提出的发明专利申请
达到150多万件，已经连续8年名列世界
第一；中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已达
到356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近19倍；

中国向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达
到86.4亿美元，占中国购买知识产权总
额的将近1/4。

事实最有说服力，公道自在人心。
对于一些人炒作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美
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
伦斯就公开表示，这里面存在一系列纯
属夸大的事情，一些人所做的就是“妖
魔化中国”。在2019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高层论坛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弗朗西斯·高锐更是对中国在知识产权
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表示祝贺，认为中
国已成为全球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
典范。

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缺乏事
实依据，完全站不住脚。美国一些人一
再把这些谬论拿出来抛售，企图混淆视
听，注定不会得逞。少制造噪音杂音，多
为平等对话、解决问题创造必要条件和
氛围，才是务实而有建设性的态度。

据新华社

华为美国公司日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地区法院起诉美
国商务部，认为美国商务部扣押华为设备并迟迟不作出相
关决定的行为“非法”。

法院公开的诉讼文件显示，2017年，华为将包括一台计
算机服务器和一台以太网交换机在内的多件原产于中国的
电信设备运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独立实验室检测，完
成检测后计划将设备运回。当年9月，这些设备在运回中国
的途中被美国商务部以调查是否需要出口许可为由，扣押
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

诉讼文件表示，设备被扣后，华为按要求提交了相关信
息，并被告知美国商务部下属机构通常在45天内作出设备
是否需要出口许可的决定。迄今为止，设备已被扣20多个
月，而美国商务部仍未作出决定。华为方面表示，截至提起
诉讼时，这些设备已“在阿拉斯加的仓库中陷入官僚主义僵
局”，长达632天。

华为方面认为，这些设备在美国境外生产并被送回原
产国，无需出口许可。诉讼文件主张，不论美国商务部最初
扣押设备是否存在过错，无故拖延作出是否放行的决定都
是“非法的”。华为没有向美国商务部索赔，但要求美国商务
部对相关设备运输是否违规作出裁决，如果裁定不违规，美
国商务部应放行设备。

散播谬论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
观
察
观
察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
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

他成为该组织历史上首位中
国籍总干事

6月23日，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第41届会议上，
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在首
轮选举中以高票成功当选粮农组织
第9位总干事，成为该组织历史上首
位中国籍总干事。屈冬玉1963年出
生，现任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毕
业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遗传育种专
业，拥有遗传育种博士学位。屈冬玉
曾多年从事马铃薯遗传育种和生物
技术研究工作，获“世界马铃薯产业
杰出贡献奖”。

粮农组织成立于1945年，总部设
在意大利罗马，现有194个成员国，是
联合国系统中专门的农业机构，在全
球粮农政策交流、标准制定、信息统
计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致力于保
障粮食安全，实现零饥饿目标。粮农
组织执行机构为秘书处，其行政首脑
为总干事。总干事在大会和理事会的
监督下领导秘书处工作，由全体成员
国投票选举产生。第8任总干事若泽·
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于2011年首次
当选，已连任两届。

此次屈冬玉在与法国、格鲁吉亚
候选人竞争中胜出，体现了各方对中
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发展
事业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中国农业农
村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村问
题，一贯积极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
展，努力解决自身粮食安全问题，同
时致力于加强南南、南北国际粮农合
作。中方期待并相信，粮农组织将在
屈冬玉总干事带领下，为世界实现零
饥饿目标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与粮
农组织等各方一道，继续加强国际粮
农合作，为推进全球粮农事业发展，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

记者从湖南省公安厅获悉：经
公安机关全力开展侦查，社会关注
的新晃一中“操场埋尸案”取得突破
性进展。

“操场埋尸案”发现新线索后，
湖南省副省长、公安厅长许显辉高
度重视，立即派出刑侦专家组进驻
新晃县开展工作，要求“坚决落实
中央和省委扫黑除恶工作部署，对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不论历时多
久，不论涉及到谁，都要深挖细查，
除恶务尽，一律依法严惩，决不姑
息。要给死者以告慰，给家属以抚
慰，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治
尊严。”

2003年1月25日上午9时许，新
晃一中职工邓世平的妻子谭某到
公安机关报案，称其丈夫邓世平于
22日上午失踪。接报警后，市县公
安机关迅速组织力量开展工作，未
发现邓世平下落，也未发现其遇害
的相关证据。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经新晃公安局摸排涉
黑涉恶线索，于今年4月查获该县
晃州镇杜少平等人涉黑涉恶犯罪
团伙涉嫌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聚
众斗殴等犯罪行为。在强大的政策
法律攻势下，经公安机关审讯深
挖，杜少平及其团伙成员罗某某、
高某某供认杀害邓世平及埋尸的
犯罪事实。2019年6月23日，怀化市
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经
DNA检验鉴定，确认新晃一中操
场挖出的尸骸为2003年失踪人员
邓世平。至此，邓世平失踪案取得
突破性进展，相关多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抓获。

目前，在湖南省公安厅组织指
挥和怀化市委统一领导下，怀化市
纪委监委、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已
由主要领导带队，并抽调精干力量
加强专案组，加大审讯力度，加快案
件侦办，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并对杜
少平及犯罪团伙背后的“关系网”和

“保护伞”进行深挖。
6月23日，新晃县纪委监委已对

新晃一中原校长黄炳松立案审查和
监察调查。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经经DNADNA检验鉴定检验鉴定，，确认新确认新
晃一中操场挖出的尸骸为晃一中操场挖出的尸骸为20032003
年失踪人员邓世平年失踪人员邓世平

■■杜少平及其团伙成员罗杜少平及其团伙成员罗
某某某某、、高某某供认杀害邓世平高某某供认杀害邓世平
及埋尸的犯罪事实及埋尸的犯罪事实。。相关多名相关多名
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

■■新晃县纪委监委已对新新晃县纪委监委已对新
晃一中原校长黄炳松立案审查晃一中原校长黄炳松立案审查
和监察调查和监察调查

尸骸确认为邓世平
新晃一中原校长黄炳松
被立案审查和监察调查

6月20日零时许，一具遗骸从湖南
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中操场挖出。多方信息
指出，这一遗骸极有可能是新晃一中16年
前“失踪”的教职工邓世平，而且邓可能系
新晃一中时任校长黄炳松的外甥——操
场工程承包方负责人杜少平所害。

23日下午，湖南省公安厅有关负责
人向记者确认，经DNA鉴定，新晃一中
操场挖出的遗骸，确系“失踪”16年的邓
世平。

记者在新晃县城随机访问了多位
市民，不少人对于当年邓世平“失踪”一
事都有耳闻。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当
时就猜测邓世平并非“失踪”，而是被人
杀害，且杀人者就是杜少平。

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介绍，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当地查获杜少
平等人涉恶犯罪团伙。在深挖审讯杜少
平涉恶犯罪团伙罪行时，调查重点之一
就是2003年邓世平失踪案，杜少平等人

承认了杀人埋尸的犯罪事实。
根据杜少平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及现场指认，6月18日上午9时，当地警
方对新晃一中操场开始挖掘，经过近两
天工作，从现场提取到人体骨骸以及衣
服和可疑残留物。6月20日，该遗骸被送
往怀化市公安局进行DNA检验鉴定。警
方还提取了邓世平母亲、弟弟、妻子和
儿女的血液标本，与遗骸物样本进行
DNA比对。

连 日 来 ，
记者在新晃侗
族自治县查看
挖 掘 现 场 ，走
访 办 案 单 位 、
遇害者家属等
有 关 各 方 ，就
各界关注的此
案焦点问题进
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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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平的女儿告诉记者，邓世平
2003年1月22日失踪前系新晃一中教职
工，中共党员，1950年出生，在校主要负
责基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邓世平的女儿认为，其父是因捍卫
学校工程质量，遭到黑恶势力暗算。她
说，学校操场的工程质量由邓世平签字
把关，针对“已出现的工程质量问题”，邓
世平坚持原则，曾与杜少平闹过矛盾。

“父亲说，如果工程质量不合格，不
会在验收单上签字。他在验收一段用石
头砌好的墙时，发现质量不合格，拒不

签字。”邓世平的女儿介绍，当时，邓世
平还找来杜少平的舅舅、当时担任新晃
一中校长的黄炳松一起查看。

邓世平家人称，怀化市教育局当时
还接到一封匿名信，反映新晃一中操场
修建中的经济问题，这封信转到了新晃
侗族自治县教育局。杜少平怀疑这封信
是邓世平所写，所以对邓世平更加嫉
恨。“正是因为与杜少平的矛盾，导致邓
世平被害。”

邓世平“失踪”后，2003年1月25日，
邓世平妻子谭某到县公安局报案。邓世

平家人表示，报案后，新晃侗族自治县、
怀化市公安机关都先后介入调查，但在
他们看来，都是“不了了之”。

湖南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接
到报案后，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多次现场
勘查、走访调查，并组织了现场模拟实
验，未能获取有价值线索。当时，也围绕
杜少平等相关人员进行了重点调查，但
未能发现邓世平下落，也未发现其遇害
的相关证据。

因该案仍在侦办中，警方未向记者
透露杜少平的作案动机、手法等问题。

这起长达16年的疑案为何一直未能
突破，引发外界质疑。邓世平家人怀疑，
杜少平和黄炳松社会关系复杂，且有多
名亲属和朋友在当地多个党政部门任
职，可能存在的“关系网”甚至“保护伞”。

据介绍，怀化市纪委监委、市委政法
委、市公安局已由主要负责人带队，抽调
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加快案件办理，对
杜少平背后的力量进行深挖。

警方侦查发现，杜少平等人近年来
还涉嫌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聚众斗殴等
犯罪行为。

怀化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连日来，纪委监委专案组已经调阅了
大量公安笔录、卷宗、档案等资料，与数
十名有关人员进行了谈话，寻找指向邓
世平被害案存在“保护伞”的证据。

“考虑到卷宗也不一定能真实、全面体
现当时的情况，我们还要开展更多调查，搜
集和核实更多证据。”这名负责人说。

关于新晃一中操场工程质量及有关
问题，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正会同住建、审计等部门进行调查。经初
步调查发现，新晃一中操场工程确实存

在招投标不规范、预算超标等问题。
“新晃一中原校长黄炳松已经从外

地返回新晃，他目前否认对杜少平杀害
邓世平一事知情，但承认在操场建设招
投标不规范、预算超标问题上负有责
任。”一名参与调查的负责人说。

怀化市委一位负责人表示，对历史遗
留大案要案，务必采取有力有效手段深挖
彻查。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记者获悉，新晃侗族自治县纪委监
委已对新晃一中原校长黄炳松立案审查
和监察调查。 据新华社

焦点3：16年疑案背后有无“保护伞”

焦点1：死者的身份

焦点2：死者因何遇害

21年前凶杀案被警方调解
死者家属称至今未立案

近日，湖南新晃一中操场埋尸事
件引发社会关注。6月22日，湖南江永
县的一位听众向中国之声反映，类似
事情也发生在他们那儿。21年前，湖南
江永县人陈进德在一家砖厂内被害身
亡。其妻说，当地警方20多年没有立
案，而且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此事
调解。死者家属所说是否属实？

刘运娇是湖南江永县人，21 年
来，她一直都在等丈夫被杀一案的结
果。1998 年 8 月 8 日，江永县潇浦镇
红岩砖厂内发生一起凶杀案，刘运娇
的丈夫陈进德被人用拖拉机发车摇手
击中头部，当场身亡，时年33岁。刘运
娇称，丈夫是拖拉机驾驶员，这根发车
摇手正是丈夫拖拉机上的，出事的那
段时间，陈进德总会开着他的拖拉机，
从红岩砖厂给外面运砖头。关于丈夫
的死因，警方当时给的说法是，陈进德
在打牌时，因为两块钱跟凶手等人发
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被打死。刘运娇
说，还没等追问凶手是谁，她就被警方
送回了家。她告诉记者，“没有立案，一
直都没有立案。”

事发十多天之后，陈进德的哥哥
陈井进带回一份“调解书”，并把一万
四千元赔偿金交给了刘运娇。“调解
书”显示，砖厂应赔偿壹万肆仟元整，
达成协议之后，家属不再追要一切费
用，不准以任何理由干扰砖厂正常的
生产，否则将依法追究其责任。此外，

“调解书”还称，凶手是砖厂打工人员
杨海洋，杨海洋已在追捕中，有关刑
事部分的内容，不在调解范围之内。

这份签署于 1998 年 8 月 22 日、
加盖有江永县潇浦镇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公章的调解书上，记载有
以下签名：调解单位江永县公安局、
城关派出所、潇浦镇综治委等相关机
构的负责人，砖厂代表，以及死者妻
子刘运娇、死者哥哥陈井进、死者的
大舅哥刘运中。但刘运娇说，这份“调
解书”并不是她签的。死者的哥哥陈
井进说，这份“调解书”是在江永县公
安局的主导下拟定签署的。

陈井进说：“孩子他舅舅（刘运娇
哥哥）替她写的。”然而，刘运娇并不
认可这份自己哥哥代签的“调解书”。
她说，她只想让警方将凶手绳之以
法。这么多年，她多次找县公安局和
镇政府讨要公道，一直没有结果。

今年6月，刘运娇的小儿子陈海
龙在红网论坛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此
事的求助帖。随后，江永县公安局成
立专案组追查此案，并三次去刘运娇
家说明情况。但是没有通报案件查办
的任何进展。陈海龙说：“他们就找过
我三次，第一次是要我拿出调解书，
我拿复印件给他，他们说看不清，问
我拿原件。后面两次就是叫我撤销朋
友圈，还有撤销发的那个帖子。”

6月22日，记者联系到专案组一
名何姓警员，询问当初此案有没有立
案，他表示“应该立案了”，此后便不
再正面回答任何问题。而记者掌握的
一段录音中，专案组一名自称是江永
县公安局陈大队长的人告知死者家
属，应该删除在网络上发表的相关文
章，这样才能更好地办案。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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