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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首都华盛顿市警察 2日开
枪打死一名非洲裔男子，是全美最
近一系列警察枪杀黑人事件中的最
新一起。

华盛顿市警察局局长彼得·纽舍
姆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警方当
天下午得知一辆汽车内藏有枪支，随
后派遣多名警员前往现场，“当他们
接近那辆车时，车上两人下车逃跑，
一名警官因而开枪”，中弹男子送医
后不治身亡。

纽舍姆说，死者据信是“成年男
子”；警员在“犯罪现场”找到两支枪，

“我们认为嫌疑人当时有一支枪”。
多家媒体报道，那名黑人男子17

或18岁。不少当地社区居民参加新
闻发布会时，多次大声质疑纽舍姆通
报的信息。当地“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呼吁发起抗议示威活动，并在社
交媒体推特写道，华盛顿警察“谋杀”
一名黑人。

市议会议员马库斯·巴彻勒告诉
当地媒体记者，死者“刚过完18岁生
日”，“我们不清楚太多情况，但是，在
我看来，极少有理由能够让17岁或18
岁的年轻男孩在我们的城市被杀死，
特别是在这个人没有武器或正在逃跑

的情况下”。
多家媒体报道，华盛顿市警方枪

杀黑人男子可能为全美反种族歧视、
反警察暴力执法抗议活动火上浇油。

今年5月，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
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
白人警察用膝盖压住颈部后死亡，引
发全美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8月23
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发生黑
人青年遭警察枪击而瘫痪事件，抗议
浪潮迎来新一轮高峰。

同在2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
布一段视频，显示洛杉矶警方8月31
日开枪打死29岁黑人男子迪琼·基
齐。这段模糊的视频显示，基齐在人
行道上与一名警察扭打在一起，他挣
脱后踉跄着倒在地上时，旁边两名警
察开了枪。

警方通报称，基齐当时正在骑自
行车，因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拦截。
按照警方的说法，基齐倒地时，一件
夹克掉在地上，一把枪掉了出来，然
后他“做出”拿枪的动作，于是警察开
枪射击。

2日发布的视频无法证实警方
说法，原因是栅栏遮挡导致视频出
现盲区。 高冰冰（新华社专特稿）

又一起！华盛顿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黑人男子

美宣布限制中方在美外交活动

外交部：于法无据、
于理不合、于情不通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记者王宾）针对美国
近日宣布限制中方在美外交活动，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3日表示，美方有关行径“于法无据、于理
不合、于情不通”，反映出美反华势力已丧失理性
和自信。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
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必要回应。

当日例行记者会后有记者问及：美国国务院
2日发表声明，要求中国驻美高级外交官访问美
高校和会见美地方政府官员、中国驻美使领馆在
馆外举办50人以上的文化活动均须报美国务院
审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去年10月以来，美国国务院对中
国驻美使领馆及其人员在美正常履职不断设置限
制。有关做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严重干扰中美关系和双边正常交往。

华春莹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
纳领事关系公约》和中美领事条约有关规定，中美
双方应为对方驻各自国家外交领事人员依法履职
提供充分便利。中方一贯依法依规为美驻华使领
馆及其人员在华进行正常活动提供便利。

她说，反观美方，美国国务院去年10月、今年
6月两次对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活动提出提前
报备要求，这次又进一步要求报批，甚至限制他们
同美国地方官员私人和社交往来。“这些行径完全
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中美领事条
约，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通。这反映出美
国反华势力已丧失理性和自信，得了反华妄想症，
必将继续受到各界有识之士强烈谴责和反对。”

回应印度宣布禁用118款中国App

商务部：严重关切，坚决反对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记者刘红霞、谢希

瑶）针对印度宣布禁用118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3日回应，中方对此
表示严重关切，坚决反对。

高峰在当天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说，9月2日，印度信息技术部以所谓“有损印度主
权与完整、印度国防、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为由，
宣布禁止118个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在印度使用。

“印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企业采取
歧视性限制措施，违反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他说，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在海外企业遵守国际规则，
合法合规经营。印方有关做法，不仅损害中国投资
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损害印度消费
者的利益，损害印度作为开放经济体的投资环境。

据意大利媒体9月2日报道，意大利前总理、力
量党党首贝卢斯科尼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这张2019年10月19日的资料照片显示，意
大利前总理、力量党党首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首
都罗马参加集会。 新华社/法新

意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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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正当防卫案件引发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反映出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
个人权利、安全等有了新的认识和
更高期待。”姜启波说，“同时也暴露
出，对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在司法
理念上要进一步提升，在具体规则
上要进一步明确。”

司法实践中，部分办案人员受
到“人死为大”的观念影响，脱离防
卫场景进行事后评判，导致案件处
理不当。

此次出台的意见对此明确提
出，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
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要充分
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
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
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
准去评判防卫人。

“要注重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

非曲直。”意见强调，确保案件处理
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
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实现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对于司法
机关涉正当防卫案件处理的相关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做好侦查
取证工作，全面收集各类证据材料，
全面审查事实证据等。

“加强对涉及防卫情节警情的审
核把关，依法认定防卫情节的性质。
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条件的，公安机关
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已经立
案的，及时撤销案件。”公安部法制局
二级巡视员曾斌说，对案件定性处
理、适用法律争议较大的案件，公安
机关将与检法机关及时沟通协调，主
动听取检法机关意见建议。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记者
罗沙）

刑法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
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
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
免除处罚。

在曾引发各界高度关注的“于
欢案”中，法院二审认定于欢制止正
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
卫性质且防卫过当，以故意伤害罪
改判于欢有期徒刑五年。

对于防卫过当，此次出台的意
见明确，认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
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
大损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判断
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要立足
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
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

意见同时要求，防止将滥用防
卫权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行为。

“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要切
实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把防卫过当认定为正当防卫，甚至把

不具有防卫因素的故意犯罪认定为
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姜启波说。

对于“特殊防卫”，意见规定，
在实施不法侵害过程中存在杀人、
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
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的，如以暴力
手段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或者
以绑架手段拐卖妇女、儿童的，可
以实行特殊防卫。

根据刑法，实施特殊防卫，造成
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
当，不负刑事责任。

“这些犯罪严重威胁人身安全，
被侵害人面临正在进行的暴力侵
害，很难辨认侵害人的目的和侵害
程度，也很难掌握防卫行为的强
度。”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劳东燕说，“如果规定得太严，就会
束缚被侵害人的手脚，妨碍其与犯
罪作斗争的勇气，不利于公民运用
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正当防卫
的前提是存在不法侵害。

陌生人闯入住宅怎么办？公交
车上制止乘客抢夺方向盘算不算正
当防卫？……对于如何具体理解

“不法侵害”，此次出台的意见进行
了明确——

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
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
产等权利的行为。

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
行为。

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可
以实行防卫。

对于正在进行的拉拽方向盘、
殴打司机等妨害安全驾驶、危害
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可以
实行防卫。

……
追小偷致其受伤反被起诉？打

人者停手后就不能还击了？实践中
关于正当防卫“时间”的争议，同样
让公众充满疑惑。意见对此给出了

答案：
——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

进行的不法侵害。
——对于不法侵害虽然暂时中

断或者被暂时制止，但不法侵害人
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现实可能性
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

——在财产犯罪中，不法侵害
人虽已取得财物，但通过追赶、阻击
等措施能够追回财物的，可以视为
不法侵害仍在进行。

……
意见同时规定，对于不法侵害

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应当立足
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按照社
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
情理的判断，不能苛求防卫人。

“要把防卫人当普通人，不能强
人所难。”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姜启波
说，“必须坚持一般人的立场作事中
判断，即还原到防卫人所处的具体情
境，设身处地思考，坚持综合判断原
则，不能对防卫人过于严苛，更不能
做事后诸葛亮。”

《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 公
安部关于
依法适用
正当防卫
制度的指
导意见》3
日公布，意
见对正当
防卫制度
的总体要
求和具体
适用作出
细化规定。

正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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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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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疾控中心要求各州
做好分发新冠疫苗准备

新华社华盛顿9月2日电（记者谭晶晶）据美
国媒体2日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
要求各州做好11月1日前“大规模”分发新冠疫
苗的准备。这个时间靠近美国大选时间，而很多
卫生专家担心新冠疫苗在今年年底前无法完成研
发和审批。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疾控中心主任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8月底在一封信函中说，美疾
控中心已与美国医药批发企业麦克森公司签约，
有望在今年秋天向全美各地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
分发数亿剂新冠疫苗。

雷德菲尔德要求美国各州州长为这项“庞大”
的计划提供帮助，加速对麦克森公司建立和运营
的疫苗分发设施的审批程序，如有必要可放宽相
关要求，以便这些设施在今年11月1日之前完全
投入运营。

特朗普竞选团队8月下旬公布的连任施政愿
景称，将在今年年底前研制出新冠疫苗，让美国人
在2021年回归正常生活。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
普团队希望在11月大选前推进新冠疫苗分发，但
很多卫生专家都担心新冠疫苗在今年年底前无法
完成研发和审批。

目前，已有几款候选新冠疫苗在美国启动三
期临床试验，包括美国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
研发的mRNA-1273疫苗，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
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的一款
mRNA疫苗，以及英国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和牛
津疫苗小组合作研制的AZD1222疫苗等。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
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安东尼·福奇此前
表示，根据动物实验及早期人体试验数据来看，他
对今年底或明年初研发出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

“谨慎乐观”。

这些情形，你可以勇敢出手

准确认定“防卫过当”和“特殊防卫”

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曲直

建立“谢绝来电”平台 有效规范通信管理

未经同意视为拒绝 商业短信不可随意发

加强源头治理 多措并举做好通信服务

AA

正在征求意见的“新规”
有哪些短信治理“硬招”？

工信部近日就《通信短信息和语音呼叫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再次释放了加大通信领域服
务与管理的信号。

正在征求意见的“新规”将从哪些方面对短信息和语音
呼叫进行管理？整治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将有哪些“硬招”？

新
华
社
发

9月2日，抗议者在美国华盛顿
街头与警方对峙。 新华社/路透

工信部出手！

“只要给一个中介留了电
话，所有的中介就都知道号码
了。”广州市民闫济民在购房时
曾给中介留过联系方式，此后总
是接到各种楼盘推销电话，让他
不胜其扰。一直以来，一些机
构、个人以商业推销之名频繁发
送短信、拨打电话，给人们生活
带来不小的困扰。

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任何
组织或个人未经用户同意或者
请求，或者用户明确表示拒绝
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

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其中特别
强调，用户未明确同意的，视为
拒绝。用户同意后又明确表示
拒绝接收的，应当停止。

专家认为，征求意见稿对
商业性短信息和商业性电话管
理设置独立章节，从码号资源、
发送业务、平台服务等全链条
强化了基础电信企业、移动通
信转售业务经营者、呼叫中心
等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有助
于进一步加强管理职责，提高
监管成效。

根据征求意见稿，工业和信
息化部组织建立全国统一的“谢
绝来电”平台，引导相关组织或
个人尊重用户意愿规范拨打商
业性电话。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去年
起，在广泛调研和借鉴国外相关
制度基础上，工信部组织中国信
通院和三家运营商推进建设“谢
绝来电”平台。通过平台，基础
电信企业可以更加便捷有效登
记用户关于商业性电话的接收
意愿，依据用户意愿为其提供不

接收或不接听等服务。
业内人士认为，征求意见稿鼓

励移动智能终端制造商在移动智
能终端为用户提供快捷方便的短
信息、语音呼叫防侵扰服务，对消费
者而言，保护的力度更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
对用户投诉单独设立章节，明确
由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
报受理中心受理用户关于短信
息服务或语音呼叫服务投诉，并
对接收、处置、反馈等环节时长
提出要求。

近年来，运营商在提升技术
防范能力方面持续发力，建立包
含终端风险提示、网络行为发现
等在内的安全防控体系，能够实
现对一些异常话务的自动识别。

但随着垃圾短信和骚扰电
话的隐蔽性加强，借助一些平台
随意改号等现象频繁发生，给溯
源带来困扰。

“不得擅自变更、隐藏、冒用
电信网码号”“不得擅自转让或
者出租电信网码号”……征求意
见稿聚焦码号资源等源头端，对

垃圾短信、骚扰电话严格治理。
“对发送端口加大检查力度，

对码号资源授权发放制定更严格
的条件与流程，建立更全面的审
查机制等，有利于监管部门和相
关机构精准排查。”中国消费者协
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昌说。

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治理
涉及多个部门。强化拦截能力、
加强标记分类、形成相关号码库
等，都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记者张辛欣 荆淮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