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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近
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在连
续多年下降趋于平稳后有所回
升，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
上升态势。这是6月1日最高
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白皮书 （2014—2019）》 披
露的信息。

白皮书介绍，2014年至
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

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284569人，经审查，批准逮
捕 194082 人，不批准逮捕
88953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
383414人，经审查，提起公
诉292988人，不起诉58739
人，不捕率、不诉率分别为
31.43%和16.70%，均高于普
通刑事犯罪。

白皮书显示，2014年至

2019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
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居前六
位的罪名、人数分别是盗窃
113077人、抢劫57845人、故
意伤害 47881 人、聚众斗殴
39881人、寻衅滋事39082人、
强奸17690人，六类犯罪嫌疑人
数量占全部犯罪人数的82.28%。

白皮书通过对近年来涉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情况进行分析指

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形势
趋稳向好，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
力犯罪和毒品犯罪、校园欺凌和
暴力犯罪、14至16周岁未成年
人犯罪数量逐步减少，未成年人
重新犯罪率整体平稳。但稳中有
变，好中有忧，未成年人犯罪数
量有所回升，未成年人聚众斗
殴、寻衅滋事、强奸犯罪人数上
升；同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形

势不容乐观，性侵害、暴力伤害
未成年人，成年人拉拢、诱迫未
成年人参与黑恶犯罪等问题相对
突出。

白皮书透露，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政策总体得到较好落实，未
成年人犯罪不捕率、不起诉率、
附条件不起诉率逐年上升，但各
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
较为突出，需引起高度重视。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

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有所回升

据新华社 美国多地示威5月31日继续。示威者
大规模聚集，引发疫情反弹担忧。首都华盛顿市长缪
里尔·鲍泽警告，过去两个多月来的防疫努力可能因
此功亏一篑。

鲍泽说，虽然一些示威者戴上口罩，但彼此间明
显没有保持足够距离。

“过去8至10周以来，我们一直非常努力，避免
任何大规模聚集，”她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
警惕（疫情）反弹。”

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接近
18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10万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警告，很多示威者戴着布口罩，而布口罩无法确
保不被感染，作用主要限于防止感染者传播病毒。

卫生专家说，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在自身不知情的
情况下把病毒传给他人。在示威现场可以看到，不少
人没有戴口罩，在抗议中唱歌、喊口号和大叫，而新
冠病毒在感染者咳嗽、打喷嚏、唱歌和谈话时均可能
传播。

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做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访谈节目时说：“毫无疑问，当成百上千人近距离
聚集，满大街上都有这样的病毒……这不健康。”霍
根说，只需要两周时间就能看到美国的疫情曲线是否
因人群聚集发生变化。

5月30日夜间，华盛顿经历暴力之夜。美联社
报道，示威者纵火、砸窗、闯入商铺和建筑，四处涂
鸦，多名警察受伤。

距离白宫数个街区的圣约翰教堂地下室起火，消
防员5月31日扑灭火势。这处教堂以经常有总统出
席活动闻名，包括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大约1000名示威者5月31日下午聚集在白宫对
面的拉斐特公园。他们喊起口号：“没有正义，就没
有和平。不要种族主义的警察！”他们还朝一名黑人
警察喊话，要求他予以示威抗议支持。

拉斐特公园是连日冲突的重灾区，示威者聚集在
警方部署的路障前，和执法人员对峙。

鲍泽宣布，华盛顿从5月31日23时至6月1日6
时宵禁，国民警卫队将向警方提供支持。

防暴警察设置了路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
道，除国民警卫队，司法部下属执法官局和毒品管制
局执法人员同样部署就位，协助平息局势。

华盛顿市长警告
示威恐致疫情反弹
示威者戴口罩却未保持足够距离

据新华社 5月25日，美国明
尼苏达州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因警
方暴力执法死亡。一个星期以来，
由此引发的抗议活动从事发地明尼
阿波利斯蔓延全美超过 75 个城
市，其中 40 个城市被迫宣布宵
禁，15个州出动国民警卫队共计
约5000人。

有美国媒体评论说，这堪称自
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美
国最大规模的示威和骚乱。对此，
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作出表态，威
胁对示威者动用强硬手段。其言论
犹如火上浇油，立即在全美引发广
泛批评。

“这里像战区”

在报道各地抗议示威活动时，
美国媒体记者常使用的一句话是：

“这里像战区。”
从明尼阿波利斯到纽约、华盛

顿、洛杉矶，全美多个大城市在连
日示威活动中发生警民对峙、打砸
抢等暴力事件，甚至酿成骚乱。

弗洛伊德的死亡仿佛是一个火
星，瞬间点燃了整个社会积压已久
的怒气，人们宣泄着愤怒，警车和
建筑在各个城市燃烧，美国正真切
地上演着“怒”与“火”。

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白宫暂时
关闭。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前的拉斐
特公园，部分情绪激动的示威者一
度越过护栏与警察和特勤局人员发
生正面冲突，距离白宫数百米的一
家酒店也被点燃。据美国媒体报
道，为保证安全，特朗普一度躲入
白宫地下室。林肯纪念堂、二战纪
念碑等地标性建筑物都被涂鸦覆
盖。

在洛杉矶，示威人群涌上街
头，高速公路被迫封锁，市中心的
咖啡厅、餐厅、精品店，通通被损
毁至“无法辨别”，比佛利山庄商
业区的奢侈品店受到严重破坏，人
们打破橱窗，洗劫货品，数百人被
逮捕。

纽约，警察和数千名抗议者在
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对峙，数百名抗
议者被捕，多名警员受伤。

在亚特兰大，抗议者焚烧警
车，冲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总部
大楼打砸，墙壁上涂鸦写满了侮辱

和咒骂的词汇。
在芝加哥，抗议者们占领了特朗

普大厦，并将楼前的美国国旗取下，
直接抛向河里。

在费城，商业区店铺被洗劫，衣
物胡乱散落在人行步道上，垃圾在马
路中间燃烧。

在匹兹堡，至少有60座建筑物
遭到破坏，包括小型企业、餐馆和旅
馆。

……
在这场夜以继日的示威中，抗议

者和警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亡。
据报道，在底特律，一名21岁的抗
议者被枪杀；在华盛顿特区，超过
60名特勤局人员受伤；在洛杉矶，
有6名警察受伤；在奥克兰，2名执
法人员在抗议进行时遭到枪击，1
人不治身亡；在休斯顿，8名警察在
示威活动中受伤，16辆巡逻车被损
坏……

特朗普说要“放狗”对抗示威人群

面对席卷全美的抗议活动，特朗
普频频在推特上发声，要求各地执法
部门以强硬手段应对抗议。

最引发争议的是，他于5月29
日在推特上将示威者称为“暴徒”，
并声称“如果开始打砸抢，就开
枪”。这条推文随后因为涉嫌煽动暴
力被推特隐去。特朗普后来不得不专
门辩解称，自己本意不是要对抗议者
开枪。

他在5月30日再次发声，称虽
然白宫外有许多示威者，但他感到

“非常安全”，并表示如果示威者越过
围栏“将会遇到最凶猛的狗和武器”。

一些政府官员也对美国执法机构
存在的问题进行淡化。美国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赖恩5月31
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
矢口否认警察队伍中存在“系统性”
种族主义，认为只是少数警察存在问
题。

然而，这些论调在全美遭到批
评。

将在今年11月与特朗普角逐总
统职位的民主党人拜登5月31日前
往一处抗议现场，与抗议者交谈。

他在推特上说：“我们现在是一
个痛苦中的国家，但我们绝不能让这
种痛苦摧毁我们。作为总统，我将引

导对话。”
知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发推文

质问特朗普：“在你整个总统任期
内，你都在煽动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
主义的火焰，你还敢在威胁使用暴力
之前假装道德优越感吗？”

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报道，就
连特朗普身边一些亲信也对他的言论
看不下去了，甚至有白宫高级官员称
特朗普的一些煽动性推特“愚蠢”。

“沉默者也是同谋”

这场抗议的规模和烈度令不少人
始料未及，但就像人们所说，“这不
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背后是多年来
黑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是整个美国
社会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今年2月，佐治亚州一对白人父
子驱车追逐并枪杀一名黑人青年。
2014年，纽约白人警察“锁喉”导
致一名烟贩死亡。

在美国，少数族裔尤其非裔人群
频频沦为暴力执法的受害者，也是社
会歧视和偏见的对象。

据《华盛顿邮报》说，受过高等
教育的白人财富的中位数比受过高
等教育的黑人高出七倍，是受过同
等教育的拉丁裔的四倍。而在新冠
肺炎疫情中，少数族裔也是受伤害
最严重的群体，死亡率和住院率远
高于白人。

美国媒体在明尼阿波利斯街头采
访时，一名参与抗议的黑人男性激动
地拿过话筒说：“我希望进入一个白
人社区时能够感到安全，我希望警车
在我身后的时候不需要感到紧张，我
想要自由而不是为我跨出的每一步担
心。说到底，身为黑人好像一种犯
罪，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都是人。
这令人作呕。”

明尼阿波利斯妇女游行联合主席
塔米卡·马洛丽在街头演讲中说，不
能把当前的紧急事态看作单一的事
情，不仅是因为乔治·弗洛伊德的死
亡，明尼苏达的人们更是在对纽约、
加州、孟菲斯乃至全美国的人们说，
够了、真的够了。

5月31日晚间，明尼阿波利斯
警察局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
为处警时另外三名警察也需要为弗洛
伊德的死负责。他说：“沉默者也是
同谋。”

怒与火让全美沦为“战区”

特朗普威胁对示威者动用强硬手段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
1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将推
动工业数据全面采集，加快工业
设备互联互通，推动工业数据开
放共享，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升
级。

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对经济
社会转型意义重大，推动中小企
业的数字化升级，关键则在于数
据的互联互通。

工信部提出，引导工业设
备企业开放数据接口，实现数
据全面采集。同时持续推进工
业互联网建设，推动工业数据
高质量汇聚，统筹建设国家工
业大数据平台，研制产业链图
谱和供应链地图，服务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鼓励和支持平台企业开放数

字能力，提供数字服务是助力中
小企业数字升级的重要方式。日
前，京东数科依托自主研发的区
块链数字存证平台，推出区块链
电子合同等企业级应用，帮助实
体企业提高运营效率，保护交易
安全；国网杭州供电公司依托电
力大数据精确摸排复工复产“痛
点”，推出“转供电费码”等数
字应用，助力中小企业渡过难
关。

工信部特别提出，将支持优
势产业上下游企业开放数据，建
立互利共赢的共享机制，并且特
别鼓励平台企业、龙头企业向中
小企业开放数字能力，提供工业
互联网等数字服务，帮助中小企
业破解难题，助力产业链整体数
字升级。

我国加快工业数据开放共享

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

新闻延伸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
1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
悉，2020年全国将招募3.2万名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
农（水利）、支医和扶贫等“三
支一扶”工作，比2019年增加
5000名。

人社部、财政部近日印发通
知，部署实施2020年高校毕业
生“三支一扶”计划。通知提
出，今年中央财政加大投入力

度，“三支一扶”计划进一步强
化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的支
持。

其中，对“三区三州”等深
度贫困地区实行招募计划单列，
52个未脱贫县招募需求全部纳
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增加湖北
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省份招募名
额，扩大扶贫和支医服务岗位开
发力度，优先招募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零就业家庭高校毕业生。

人社部：

将招募3.2万名高校毕业生
从事“三支一扶”工作

新华社南京6月1日电 记者
1日从江苏省体育局获悉，江苏
2020年度省级体育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申报、评审工作全面启
动，本年度专项资金将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有突出贡献的体育企
业申报项目适当倾斜。

江苏省体育局日前印发《关
于组织申报2020年度省级体育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通
知》，要求申报项目需具备明确
发展目标，具有较强的产业属
性和体育关联度，对提升体育
产业竞争力、拉动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具有积极作
用。

重点支持方向包括体育健身
服务、体育场馆运营管理、运动
休闲与体育旅游、体育赛事活

动、职业体育俱乐部、体育装备
制造创新等。在扶持方式上，本
年度专项资金将采用资助、奖励
和贴息三种方式，支持正在实
施或实施完成的优质体育产业
项目。其中奖励这一方式将重
点针对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体
育赛事活动举办、职业体育俱
乐部参赛奖励、体育装备科技
创新和智能产品开发等已实施完
成的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专
项资金将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有突出贡献的申报项目适当倾
斜。此外，将首次采取网上申
报的方式，申报项目均需于 6
月30日前通过“江苏省体育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系统”完
成。

江苏：

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将向
疫情防控突出贡献企业倾斜

（上接 01 版） 以钉钉子精神夯
实自由贸易港建设基础。中央
和国家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
发，支持海南大胆改革创新，
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
取得新成效。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施范围

为海南岛全岛，到2025年将初
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
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
制度体系，到2035年成为我国
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到本世纪中
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
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

（上接01版）嘱托老师们一如
既往地重视、关心和支持少年
儿童的发展，用良好的师德、
无私的爱心呵护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

“学校几个班？有多少孩
子？复学率多少？”一走进吴
江开发区天和小学，王庆
华、李铭就关心地询问复学
复课情况，参观了学校教学
环境，询问了学校的办学规
模、软硬件设施、学生学习
生活等情况。王庆华、李铭
看望慰问了该校 8名困难儿
童，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学习
用品，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奋
发向上，争做品学兼优、全面
发展的好学生。听取区妇联

“春蕾”爱心助学有关汇报
后，王庆华表示，少年儿童是
祖国的未来，保障孩子们快乐
幸福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
辞的职责，也是家庭、学校和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更多关
心孩子们的身心发展，帮助他
们增强自信、克服困难，让每
一位少年儿童都能快乐学习、

健康成长。
王庆华、李铭还来到吴江

区儿童医院看望就诊的儿童及
医护工作者。看到医务人员在
跟小朋友们开展垃圾分类互动
游戏，王庆华高兴地说：“这种
习惯从娃娃抓起，很好。”王庆
华、李铭察看了门诊大厅，与
医院负责人亲切交谈，详细询
问了医院每天门诊量、现有床
位以及医保落实等具体情况，
对辛勤工作的医务工作者表示
感谢，对儿童医院工作表示满
意。王庆华、李铭叮嘱医务人
员，要竭力为儿童创造一个更
加优质、健全、充满关爱和阳
光的医疗环境，让孩子们早日
康复，健康成长。

走访慰问中，王庆华、李
铭希望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
要更加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发
展，共同为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创造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成
长环境和社会环境；各级学校
和教育工作者要更好地肩负起
新时代教书育人的重要使命，
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上接 01 版） 有显示度、引领
性、带动性，这是英诺赛科氮化
镓项目的“特质”，同时也是我
区排定示范区建设重大项目的一
大方向。区委区政府近期出台的
《吴江区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2020年工作要
点》，将实施一批具有代表意义
的重大项目作为示范区建设“六
个重大”之首，以大项目、好项
目驱动新一轮发展。

记者浏览“吴江区建设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2020年工作要点清单”发现，
今年实施的重大项目共28个，
涉及13个推动产业创新项目、6
个提升公共服务项目、6个完善
基础设施项目、3个彰显生态特
色项目，计划总投资993.88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143.18 亿
元。其中，推动产业创新方面项
目多、投资大，细分为3个新一
代信息技术项目、2个高端装备
项目、4个新材料项目、4个现
代服务业项目，计划总投资
667.0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0.6
亿元。

“重大项目应当引领示范区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区发改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这28个重
大项目中，绝大部分项目计划
总投资都超过10亿元，最高的
甚至达200亿元。项目排定时精
挑细选，严格遵循“四突出”原
则——突出更高质量发展，突出
生态绿色底色，突出重大显示
度，突出项目化带动一体化。

以产业创新项目为例，排定
项目时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在
于：必须符合示范区功能定位和
未来产业发展，是属于功能型总
部经济、特色型服务经济、融合
型数字经济、前沿型创新经济、
生态型湖区经济方向的产业项
目。其他三个类别中，公共服务
项目必须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质
量，基础设施项目必须有助于提
升跨区域要素流动效率，生态特
色项目必须有利于体现生态与产
业相得益彰。

京东方智慧产业基地项目
一期建成投产，创新中心开工
建设；恒力高性能车用工业丝
项目建成投产；苏州中学苏州

湾校区等22所学校项目完成12所
学校建设；苏州湾文化中心项目建
成投用……记者看到，按照“工作
项目化、项目目标化、目标节点
化、节点责任化”标准，所有重
大项目都设定了今年要达成的目
标进度，描绘出了一幅清晰明了
的“施工图”。

“企业的发展需要完善高效的
产业链，包括电芯、驱动、封装
等，吴江全链条的招商布局让我们
安心落户，眼下一体化的政策资源
令我们更有信心。”面对示范区建
设大潮，英诺赛科（苏州）半导体
有限公司董事长骆薇薇有感而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英诺赛科未来
有望与多家国际化技术开发机构形
成半导体产业跨国创新联盟，在产
业链的辐射和放大作用下，将推动
汾湖区域形成第三代半导体的产业
集群。

达成类似于英诺赛科项目这样
的多赢局面，是吴江所喜闻乐见、
努力追求的。随着一批又一批重大
项目的实施，相信吴江将探索出一
条示范引领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现
实路径。

（上接 01 版）用3～5年时间，积
极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政府引
导激励，行业协会协调，促进企业
自愿参与，整合培育形成3～5家
大型生产企业及对应安装工程公
司，使吴江洁净净化产业的企业
规模、产品品质、技术层次、产业
链优势、产出水平大幅提升，实现

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章洪伟告诉记者，调整重组

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可以增加我
区净化企业的规模体量，大幅提
升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并通过集
中采购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进
而推动我区净化产业的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

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更优质环境 聚焦重大项目：挺起高质量发展脊梁

吴江净化行业探寻转型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