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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国家统计局10
日发布数据，6月份，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7%，涨幅与上月持平。“食
品价格同比涨幅扩大是拉动
CPI的主要原因，其中鲜果价
格和猪肉价格涨幅较大。”交
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刘学智分析。

数据显示，在食品中，此
前涨幅较大的鲜菜价格，6月
份同比上涨4.2%，涨幅比上
月回落9.1个百分点。由于鲜
菜大量上市，6月份价格比上
月下降9.7%。

猪肉价格和鲜果价格同比
涨幅较大。其中，猪肉价格同
比上涨21.1%，涨幅比上月扩
大2.9个百分点。

鲜 果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42.7%，涨幅比上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流通消费价格处处长董雅秀分
析，除气候等因素影响外，去
年同期价格较低也是涨幅扩大
原因之一。

从环比数据来看，短期鲜
果价格和猪肉价格比上月仍有
所上涨。

董雅秀介绍，西瓜和桃子
等水果集中上市价格下降，但
苹果和梨价格继续上涨且涨幅

较高，加之南方部分地区多次
强降水影响采摘和运输，火龙
果和菠萝等水果价格上涨，6
月份全国鲜果价格环比上涨
5.1%，目前价格水平处于历
史高位；猪肉供应偏紧，价格
环比上涨3.6%。

专家分析，下一步鲜果价
格涨势不可持续，猪肉价格面
临上涨压力，但总体看下半年
通胀压力不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
人孟玮分析，水果价格涨幅较
大，主要是与此前的异常天气
等因素有关，涨势不可持续。
随着时令水果大量上市，价格
将回落到正常区间。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
司司长唐珂介绍说，今年上半
年市场供给阶段性趋紧，猪肉
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由于生猪
产能恢复需要周期，后期猪肉
价格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

“下半年要重点关注猪肉
价格走势可能阶段性拉升
CPI。”刘学智分析，鲜菜价
格同比涨幅已经回落，鲜果价
格涨幅有望收窄，6月之后
CPI翘尾因素也逐渐减弱。除
了猪肉价格外，其他拉升CPI
的因素都较弱，下半年CPI上
涨空间有限，不存在明显的通

胀压力。
“总的来看，我国工农业

产品和服务供给总体充足，居
民消费稳定增长，价格总水平
保持基本稳定具备良好基

础。”孟玮说，国家发改委将
继续加强价格监测，尤其是要
关注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的影响，指导各地认真执
行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一旦
达到条件就立即启动机制，及
时向困难群体发放价格临时补
贴，保障好困难群众的基本生
活。

食品价格涨幅扩大拉动CPI
专家：鲜果价格涨势不可持续

新华社北京7月 10日电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6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2.7%。上半
年，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2.2%。

6月份，构成CPI的八大
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涨
一降。当月，食品烟酒价格
同比上涨6.1%，影响CPI上
涨约 1.79 个百分点。其中，
鲜果价格同比上涨 42.7%，

畜肉类价格上涨 14.4% （猪
肉价格上涨21.1%），鸡蛋价
格上涨6.1%，鲜菜价格上涨
4.2%。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
一降。其中，其他用品和服

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
乐价格分别上涨2.7%、2.5%
和2.4%，衣着、居住、生活
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8%、1.6%和0.8%；交通和
通信价格下降1.9%。

当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同比持 平 ，环比 下 降
0.3%。上半年，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比 去 年 同期上涨
0.3%。

6月份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七涨一降

鲜果价格同比上涨42.7%

据新华社 7月9日晚，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
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
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
通话，就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
晤共识交换意见。商务部部长
钟山参加通话。

中美两国元首在二十国集
团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同
意重启经贸磋商。多国专家学

者对此看法积极，认为这不仅
符合中美两国利益，也有利于
世界经济。

荷兰国际集团德国首席经
济学家卡斯滕·布热斯基表
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释放了
积极信号，给今年下半年中美
经贸摩擦缓和创造了机会。

米兰博科尼大学国际贸易
专业经济学家卡洛·阿尔托蒙
特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一进展

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在困难
时期重建市场信心。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副主
席埃托雷·格雷科认为，中美重
启经贸磋商“是一个新起点”，
但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跟中美两国都保持密切
经贸往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印度
尼西亚一直对中美经贸磋商保持
高度关注。印尼两位知名经济学
家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

都表示，乐见中美两国重启经贸
磋商。

印度尼西亚大学教授、印尼
前贸易部长冯慧兰说，中美两国
重启经贸磋商一定程度上缓和了
外界担忧。“中美两国可通过世
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贸易机制进行
协调并寻求解决方案。”

7月初刚刚在中国大连参加
了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冯
慧兰还对中国经济前景表示乐

观。她说，中国有足够的政策工具，
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雄厚的科技
实力，以及日益繁荣的周边市场，
这都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
升级，中国经济前景总体向好。

印度尼西亚玛琅国立大学校
长穆尔宾·乔苏亚·森比林说，
他对中美两国经贸磋商前景保持
乐观，“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贸易保护主义不
受欢迎”。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
多国学者认为重启磋商有利于世界经济

据新华社 民政部10日举行
新闻发布会，公布了12个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这是我国首次就加强“事实孤儿”
保障工作出台专门意见。其中明
确对有能力履行抚养义务而拒不
抚养的父母，民政部门可依法追
索抚养费，因此起诉到人民法院
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和公安机关等部门应当依法
打击故意或者恶意不履行监护职
责等各类侵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
罪行为，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
其法律责任。对符合《关于依法处
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
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情形的，应
当依法撤销监护人监护资格。

意见还提出要健全信用评价
和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将存

在恶意弃养情形或者采取虚报、
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保障资
金、物资或服务的父母及其他监
护人失信行为记入信用记录，纳
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
失信联合惩戒。

根据意见，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
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
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
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
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
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
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

民政部的摸底排查数据显
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

“事实孤儿”约有50万名。其中
属于上述第一类情形的约有22
万名，属于第二类情形的约有
28万名。

意见同时明确了“事实孤
儿”的认定流程，包括申请、查
验、确认、终止等环节。比如，
由儿童的监护人或受监护人委托
的近亲属填写申请表，向儿童户
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提出申请。情况特殊的，
可由儿童所在村（居）民委员会
提出申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受理申请后对相关情况
进行查验，对符合条件的，连同
申报材料一并报县级民政部门。
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在自收到申报
材料及查验结论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作出确认。符合条件的，从
确认的次月起纳入保障范围。

意见还明确了“事实孤儿”
的几项重点保障工作，包括强化
基本生活保障、加强医疗康复保
障、完善教育资助救助、督促落
实监护责任、优化关爱服务机制。

我国首次就“事实孤儿”保障出台意见
“只生不养”父母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新华社南京7月10日电 退
养还湖是推进太湖渔业绿色发展
的关键举措。记者9日从江苏省
农业农村厅太湖渔管办了解到，
目前除了预留标志桩以外，太湖
44981亩围网养殖设施已经全部
拆除，并于近日通过了市级验
收。

去年4月，苏州市政府和原
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联合发布关
于太湖围网拆除的通告，决定拆
除太湖苏州市行政区域内水域围
网，收回养殖使用权。去年9月
底，太湖围网拆除现场签约完
成。相关部门对太湖围网拆除资

料进行了核对，按照“一证一
档”原则进行整理和归档，并制
定了太湖围网设施移交验收、处
理和拆除验收操作办法。

江苏省太湖渔管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取消太湖围网养殖后，
将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增
殖模式。近日，太湖大闸蟹

“人放天养”生态修复区成功放
流了666万只河蟹蟹苗。相关
部门将根据湖泊生态容量，每
年春季向太湖投放蟹苗，进行
天然增殖、生态育肥。到秋
季，持有捕捞证的渔民将可按照
规定进行捕捞。

太湖围网养殖设施均拆除
将实行“人放天养”生态增殖模式

新华社郑州 7 月 10 日电
2018年12月，一段男子当街殴
打自己20年前班主任的视频在
网络热传。10日上午，河南省
栾川县人民法院对视频中的

“打人男子”常仁尧寻衅滋事一
案进行公开宣判，以寻衅滋事
罪判处常仁尧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

2018 年 7 月的一天下午，
被告人常仁尧驾车与同村的潘某
某一起外出时，遇见曾担任过其
初二班主任的张某某骑电动车经
过。常仁尧到公路上拦下张某
某，确认身份后即予以呵斥、辱
骂，并连扇四个耳光，又朝张某
某面部猛击一拳。

之后，常仁尧强令张某某将
电动车停靠至公路旁，继续进行
辱骂、呵斥，又先后朝张某某
胸、腹部击打两拳，并将张某某
的电动车踹翻，致使电动车损
坏。

常仁尧事后供称，看到该人
疑似张某某，想起上学时因违反
学校纪律曾被张某某体罚，心生
恼怒，遂对张某某进行殴打、辱
骂，并将手机交给潘某某，要求
为其录制视频。

事后，常仁尧将录制的视频
传播给初中同学观看、炫耀，造
成该视频在多个微信群和朋友圈
传播扩散，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
注。

视频被广泛传播后，被告人
常仁尧于2018年 12月 19日凌
晨又公开发布自己制作的“辩解
视频”，承认“网络上传播的打
人视频是自己拍摄的，自己没有
错，即使打老师不对，自己也仅
占50%”。同时还发布文字为自
己殴打老师辩解。

此前的庭审过程中，公诉人
认为，常仁尧拦截、辱骂、殴打
张某某的行为及该视频的公开传
播，给张某某带来的伤害和羞
辱，严重影响了张某某的正常生
活、工作及其家庭安宁。常仁尧
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

栾川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常仁尧为发泄情绪、逞强耍
横，借故生非，在交通要道拦
截、辱骂、随意殴打老师张某
某，并同步录制视频进行传播，
引发现场多人围观和社会舆论广
泛关注，严重影响张某某及其家
人的工作、生活，破坏社会道德
准则和公序良俗，情节恶劣，其
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鉴于常仁
尧有自首情节，系初犯、偶犯，
栾川县人民法院认为可以从轻处
罚。

根据常仁尧犯罪的事实，犯
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
害程度，栾川县人民法院以寻衅
滋事罪判处被告人常仁尧有期徒
刑一年六个月。

“男子20年后打老师”案宣判

打人男子被判刑一年半

新闻分析：

6月12日，市民在贵州省赤水市一家超市选购水果。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7月10日电 记
者从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获
悉，该院于7月10日以涉嫌猥
亵儿童罪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王某
某、周某某批准逮捕。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同日，上海警方通报了王某
某、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案最新
调查进展，并公开向社会征集相
关涉案线索。

据悉，王某某、周某某涉嫌
猥亵儿童案发生后，上海市公安
局普陀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
侦查工作，经公安机关调查，综
合现有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
陈述、其他证人证言等证据，王
某某、周某某的行为涉嫌构成猥
亵儿童罪。7月8日，公安机关

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7月
10日，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涉
嫌猥亵儿童罪对王某某、周某某
批准逮捕。

目前，公安机关对该案正在
进一步开展深入调查。上海警方
表示将坚决一查到底，全面查清
案情，并及时对外通报案情，也
欢迎广大群众提供相关线索。

上海警方同时表示，公安机
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始终
秉持“零容忍”态度，坚持对此
类犯罪严厉打击。鉴于该案被害
人系未成年人，警方呼吁广大网
友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擅
自传播被害人相关信息，不信
谣，不传谣，防止对被害人造成
更大的伤害。

涉嫌猥亵儿童

王某某周某某被批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