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上海证券交易所
5日宣布，备受关注的科创板将于
7月22日鸣锣开市，首批25家公司
将于当日集中上市。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在5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中国
证监会的领导及市场各方的共同
努力下，经过8个多月高效有序的
精心筹备，科创板首批公司上市
的条件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
将于22日举行科创板首批公司上
市仪式。

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科创
板规则体系基本齐备，拟上市公
司受理审核稳步推进。截至7月4
日，已受理 141 家公司提交的发
行上市申请，向 118 家公司发出
了首轮问询函，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已审议通过 31 家公司的
发行上市申请，其中25家获得证
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司将成为
科创板首批挂牌上市公司。

据介绍，涉及科创板股票上
市交易的相关业务系统均已上线
并平稳运行。首批公司上市前上
交所还将对交易系统进行压力测
试和业务通关测试。科创板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和教育有效推进，
首期科创板拟上市公司董事会秘
书培训班成功举办。至此，科创板
首批公司上市交易的各项准备工
作基本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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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某某
涉嫌猥亵9岁女童，在上海被采取强
制措施。其行径肮脏龌龊，令人发指。

对于在本案及类似案件中受害的
孩子，我们想对你说：孩子，我们和你，
还有你的亲人在一起。孩子，请你相信，
坏人一定会被依法严惩；这个世界一定
会对你们报之以公平正义。依法惩恶、
斩断魔爪，就是对孩子最大的爱。

为了孩子，我们一定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王某某是否有侵害猥亵儿童
的前科？如果有，那么此前的恶行为
什么没有被发现？是涉事儿童和家长
被威逼利诱了，还是这个王某某有足
够的能量摆平？“中间人”周某某的犯
罪过程是如何联系、对接的？周某某
是否是惯犯、是否是违法犯罪团伙的
一员？“提供”女童给王某某猥亵，背
后是否存在非法利益输送的链条？

我国刑法第237 条明确规定，以
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
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
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
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
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我们必须要用更健全的制度、更
有力的保护，让恶人的魔爪远离孩子。

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已经在建立
黑名单制度，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
人员的从业范围。有的地方，已经建
立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同
时拟在教育、医疗、训练救助等与未
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开展入职审查
时，对拟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性侵害违
法犯罪记录情况，进行强制查询。

儿童离“兽行”有多远，取决于法律
的威严有多大、执法的力度有多强。着眼
于给孩子营造一个安全、美好的世界，我
们不仅要让本案涉案犯罪嫌疑人受到法
律严惩，更值得以本案为契机，强化专门
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
为孩子们织就更加安全的网络。

孩子，你背后站着的，是社会的正
义、法律的威严。这些都会成为你成长
道路上的守护神。孩子，别怕！

（据新华社）

孩子，
别怕！

游子归来！“成都娃”、著名
音乐人陈彼得昨天与双流区签
约，将其成都府-陈彼得音乐梦
工场永久性落户成都双流，在双
流打造千年古诗词博物馆和音
乐梦工场。

此次陈彼得将其音乐梦工
场落户双流，不是一时心血来
潮，而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在双
流呆了 2 个多月，越来越喜欢这
个城市。”陈彼得透露，双流区有
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而且环境
非常优美，气候宜人，公园城市
雏形初现，以此为灵感，他正在
创作一首全新的歌曲，想用这首
歌曲来唱响成都双流这座城市。

据双流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陈彼得与双流区签约，后续
合作将会全面开展，最值得关注
的是，其将在双流打造古诗词音
乐博物馆、陈彼得音乐梦工场人
才基地等。“成都人温婉，优雅，却
又充满创作激情，是一座创意之
城，音乐之都，非常适合搞音乐。”
一说到此次落户的初衷，陈彼得
便眉飞色舞，显得特别兴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2019 年 7 月 5 日上午 10 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
告人朱晓东故意杀人上诉一案，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对朱晓
东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并依法报
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庭审结束，受害人杨俪萍的
表姐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他们家人对法院的判决结果
满意，随后将到墓地，第一时间将
消息告诉女儿。她还介绍朱晓东
在庭审现场身着白色短袖，全程
保持沉默和淡定，法院宣判时他
的情绪也没有什么变化。

受害方代理律师樊顒称，这
个案子的判决不值得庆幸，一个
悲剧，两条生命，带来三个家庭的
破碎。“这些案件凶手的极端想法
大多源于教育的缺失，源于对人
基本权利的认知不足，所以我们
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工作。”

作为最早介入该案的媒体之
一，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此前曾
多次对该案进行报道，2016年10
月 17 日，29 岁的上海男子朱晓
东，在家庭纠纷中，扼住妻子杨俪
萍的脖颈，导致杨机械性窒息死
亡。杀妻后，朱晓东用一块红色床
单包裹住杨俪萍的尸体，放在家
中冰柜底部，冷冻了105天。

期间，朱晓东通过妻子的手机，
给亲友发信息，发朋友圈，对外界营
造出杨俪萍仍然在世的假象。直到
杨俪萍的父亲杨敢连60岁大寿，朱
晓东隐瞒不住，才选择了自首。

该案于2018年8月23日在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被告人朱晓东犯故意杀人罪被判
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
朱晓东上诉。2018年12月13日，该
案二审开庭后选择择日宣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潘俊文

73个小时之后，人们终于等来了
这封信。

在7月5日下午4点港股收市后，
新城控股官微发布了公开致歉信。信
中连用5个不安表示道歉。这是自新
城控股前董事长王振华因猥亵女童
被刑拘之后，新城控股除官方公布更
换董事长外首次对外发声。

5日，据上交所盘后信息显示，新
城控股第2日一字跌停，收报34.58元，
全天成交量4895手，成交额1692万
元。目前市值780.37亿元。两日内市值
缩水约180亿元。

港股方面，截至收盘，新城悦跌
10.88%，新城发展跌6.68%。

自新城控股董事长涉嫌犯罪被
曝出以来，两天内，新城方面对外披
露信息极其有限，仅表示经营及团队
稳定，积极与金融机构进行沟通，但
显然，这些都无法打消外界的疑虑。

三个交易日，新城旗下三家上市
公司合计蒸发市值约400亿。而据市
场预期来看，下跌仍将继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白兆鹏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

成都府-陈彼得音乐
梦工场落户双流

上海“杀妻藏尸案”
二审宣判

维持死刑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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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晚，上海市公安局普陀
分局发通报称，新城控股集团董事
长王振华涉嫌猥亵9岁女童被刑事
拘留。儿童被侵害、儿童性教育以及
儿童保护等话题因为此次热点事
件，再次成为公众焦点。

据《新京报》报道，中国少年儿
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
根据每年公开报道的性侵幼童案

件统计发现，近6年性侵儿童案年
均300起以上，2018年曝光的性侵
幼童（18岁以下）案例317起，受害
儿童超过750人。

为什么侵害幼童案件频繁发
生？这些案件有什么共性？家长、学
校、社会如何联动进行幼童保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这些
问题采访了常年从事预防性侵害、

援助遭遇者公益项目的深圳市春
风应激干预服务中心项目部部长
王佩，办理过多起具有全国性影响
的幼女遭性侵害案件的原北京大
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
心副主任，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吕孝权，以及“女童保护”
基金主要发起人、负责人孙雪梅。

家长、学校、社会如何联动
进行幼童保护？

为什么侵害幼童案件频繁发生？

这些案件有什么共性？

近年来在媒
体统计的数据中，
报道出来的性侵
犯儿童的案件中
70%-80% 都
是熟人作案，比
如这次热点事件
中两个孩子也是
被熟人带到上
海。孩子的监护
人是孩子安全的
第一责任人，监
护权的转移要慎
之又慎。

——深圳市
春风应激干预服
务中心项目部部
长王佩

根据我多年
代理的幼童性侵
害案件来看，有
以下特点：第一，
大部分受害者都
是农村留守女
童，且由家中老
人照顾；第二，受
害人都不止一
人；第三，被害人
年龄大多是14岁
以下，也就是我
国法律界定的幼
童。

——原北京
大学法学院妇女法
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副主任、北京市千
千律师事务所执行
主任吕孝权

家长的监护
当然是第一位，
家长只有加强监
护，这样如果孩
子有任何异常的
话，才能及时的
发现；第二方面
是提高孩子和家
长双方的防范意
识，家长有责任
对孩子进行一定
的防范教育，比
如告诉孩子哪些
是属于性侵的行
为。

——“女童保
护”基金主要发起
人、负责人孙雪梅

报道出来的性侵犯儿童案件中
70%~80%都是熟人作案

新城控股发信致歉
三个交易日，新城旗下三家上市
公司合计蒸发市值约400亿

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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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性侵、猥
亵幼童的案件为什么频繁发生？

王佩（深圳市春风应激干预
服务中心项目部部长）：性侵、猥
亵幼童案件近来频繁进入公众视
野，其实一直存在，早在100多年
前就有相关的研究和文献记录。

究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比
如儿童与成年人的权利不对等、
人性的弱点，欲望的膨胀等。还
有由于此类案件取证难，例如有
些性侵犯儿童的案件中不一定
有可见的身体伤害，大众对心理
创伤也因不了解而视而不见，施

害人比较容易逃避罪责，极易造
成重复犯案。另外，社会文化中
的不良宣传导向、儿童情色视
频、照片等的传播也有潜移默化
的影响与助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一些人
认为性侵、猥亵幼童的人是恋童
癖，你怎么看？

王佩：在性侵犯儿童方面比
较常见的确实有“恋童癖”在内。
恋童癖是一种性变态，属于心理
变态，表面上是很难识别的，但又
并不是每一个性侵犯儿童者都是
恋童癖。有一些侵犯者可能只是

偶然发现孩子比较容易受到摆
布，在收到“好处”或者“威胁”时
很容易去保守秘密，他们的负面
情绪触动了自私或侵略的欲望，
于是开始用性侵犯的方式去伤害
儿童。

近年来在媒体统计的数据中，
报道出来的性侵犯儿童的案件中
70%~80%都是熟人作案，比如这次
热点事件中两个孩子也是被熟人
带到上海。这次事件也给父母等孩
子的监护人敲响警钟，孩子的监护
人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监护
权的转移要慎之又慎。

代理性侵害幼女案件中
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农村留守女童

共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我国法
律中，对于幼童的猥亵和强奸，定
义上有何差别？

吕孝权（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
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北
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新
城控股的案子，是否涉嫌强奸罪，
有待于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取证。
在我国法律中，对强奸罪的犯罪构
成（既遂）问题，主流的观点是以十
四周岁作为区分的节点：已满十四
周岁的女性被强奸，采取性器官插
入性器官的犯罪构成（既遂）要件
说；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被害人，
则采取性器官接触性器官的犯罪
构成（既遂）要件说。

而猥亵儿童罪，是指以刺激或

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
法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包括男
童和女童）实施的淫秽行为。猥亵的
手段通常包括抠摸、舌舔、吸吮、亲
吻、搂抱、手淫、鸡奸等行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
六条【强奸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
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
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涉及多人、
当众、情节恶劣等行为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在你所
代理的性侵害幼女案件中，是否
有一定共性？

吕孝权：根据我多年代理的

性侵害幼女案件来看，有以下特
点：第一，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农村
留守女童，且由家中老人照顾；第
二，受害人都不止一人；第三，被
害人年龄大多是14岁以下，也就
是我国法律界定的幼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所接
触到的女童受到性侵害或被胁迫
卖淫的案件中，有哪些共性？

孙雪梅（“女童保护”基金主要
发起人、负责人）：就我所接触到的案
例中，共性一是受害者都是处于弱
势的儿童；二是受到伤害以后的儿
童，都因为惧怕而不敢说，难以启
齿，这也导致了施害者得以对他们
进行长期逼迫。甚至有些案件当中，
曾经的受害人后来变成施害者。

建立良好的亲子互动
允许探讨任何孩子有疑惑的话题

建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因为你
常年从事相关工作，在儿童保护
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王佩：首先，家长要营造安全
的、温暖的家庭环境，和孩子建立
良好的亲子互动，保持良性沟通，
允许探讨任何孩子有疑惑（比如
性教育）的话题；保护孩子远离危
险的情境，不将孩子的日常照护
轻易托付他人；家长要相信孩子
的话，发现异常时细心探究，不轻
易责备和怪罪孩子等。

其次，学校是集中对儿童、对
家长进行统一科普教育的最佳场
所，在家庭性教育和保护知识欠缺
的当下，学校也是弥补缺失的重要

一环。学校不仅可以邀请专业的儿
童保护机构和专业的师资来进行
对于儿童和家长的科普，还可以对
教职人员进行科普、监督教职人员
是否遵守日常行为规范等。

再次，保护儿童全社会有责。
对于日常的生活环境而言，我们所
居住的社区和街道可以从社会管
理的层面去看我们可以做什么。比
如在孩子上下学的路上，是不是可
以加强一些保护？一旦发现一些可
疑的人，可以做些怎样的监管？政
府的职能部门比如妇联、团委、公
检法司等部门都应联动起来。儿童
保护需要全社会联动，需要大家坐
在一起认真讨论如何联手，从各方

面出发去保护好孩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如何来

尽量避免此类伤害案件的发生？
孙雪梅：家长的监护当然是第

一位，家长只有加强监护，这样如
果孩子有任何异常的话，才能及时
的发现；第二方面是提高孩子和家
长双方的防范意识，家长有责任对
孩子进行一定的防范教育，比如告
诉孩子哪些是属于性侵的行为，具
体遇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这些
需要提前告知孩子，因为家长也不
可能24小时都盯着孩子；同时也
要告诉孩子，一旦发生这类事件，
要及时告诉监护人，才有可能及时
获得帮助。

我们必须
要用更健全的
制度、更有力的
保护，让恶人的
魔爪远离孩子。

我们能做些什么？
幼童保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别采访三位专家

新城控股前董事长王振华涉嫌猥亵女童背后
科创板

22日鸣锣开市
首批25家公司集中上市

新/华/时/评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潘俊文
沈杏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