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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果出狱后涉黑犯罪

一审获刑二十五年

孙小果再审案件
将择期宣判

据新华社电 11月8日，云南省玉
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公开开庭，对
孙小果等13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当庭宣告一审
判决，以被告人孙小果犯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
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妨害
作证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被告人
顾宏斌、杨朝光等12人犯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十五年到二年零六个月不等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
查明，以被告人孙小果为组织者、领导
者，顾宏斌、曹靖、栾皓程、杨朝光为积
极参加者，冯俊逸、赵捷、王子谦等人
为其他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先
后实施了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
禁、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妨害作证、行
贿等犯罪行为及其他违法行为。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孙小果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管理秩序；为获取
非法经济利益，开设和经营赌场，情节
严重；为扩大组织非法影响和索要高
利贷，纠集他人有组织地多次殴打他
人、持械在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打砸车
辆、雇佣他人非法讨债，侵犯公民人身
权利、财产权利，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为索要高利贷，雇佣人员非法剥夺他
人人身自由，且具有侮辱情节；组织人
员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致人重伤；为
包庇其他涉案人员的罪行及减轻自己
的罪责，以贿买的方法指使他人作伪
证；为包庇其他涉案人员的罪行及对
其从轻处理、不被羁押，向司法工作人
员行贿，情节严重。被告人顾宏斌、杨
朝光等12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并
分别参与该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行
为。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认罪悔罪
表现，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部分被告人家属、媒体记者
和群众旁听了宣判。

同日，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法院对
被告人李爽等涉孙小果案的22人犯
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
罪、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故意伤害罪，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九年零六个月到
一年零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记者获悉，对于2019年10月14
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孙
小果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再审案件，法院将依法择期
宣判。

以小小展位为窗，可以窥探
合作前景之广阔。

进博会期间，乐高还宣布在
上海金山建设主题乐园度假区，
总投资约5.5亿美元，预计2023
年后开园。和乐高一样，越来越
多的参展企业借助进博会这个
平台，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融
入中国。

——从“买买买”到“留下
来”，更多外企来中国“安家落
户”

中国市场这么大，要不要干
脆留下来？以贸易促投资，外企
深耕中国市场的热情持续迸发。

进博会开幕的第二天，参展
商海克斯康宣布在上海布局华
东区总部和新产业集团；跨国药
企阿斯利康宣布将现有的上海
研发平台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心，
并在上海成立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随着进博会的推进，一家
家外企迫不及待“官宣”自己在
中国发展的新计划。

在辉瑞生物制药集团中国
区总经理吴琨看来，正在进行中
的进博会是一个“全球化的交流

平台”。本届进博会上，辉瑞和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达成合作协议，将落户博鳌
乐城的特许进口药品会展。

“这让辉瑞有机会在最短时
间内将产品推向中国市场，并获
得第一手的临床反馈。”吴琨说，
不排除未来辉瑞的创新药在中
国与欧美市场同步上市。

——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更多中国企业“扬帆出海”

在进博会的国家展区，哈萨
克斯坦、印度、牙买加等展馆都
加强了对本国市场的推介，希望
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去投资兴业。

就职于萨尔瓦多出口与投
资促进局的马里奥·特诺里奥告
诉记者，已经有不少中国企业表
示对投资萨尔瓦多感兴趣，双方
正在研究相关项目。

“中国的经济活力很强，很
多埃及人来中国做生意，同时也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埃及
投资。”埃及国民银行展台负责
人汪倩说，目前该行在中国设立
了亚洲唯一的分行。

——从“买东西”到“找伙

伴”，中外企业共享发展机遇
“有机会合作吗？”“你们考

虑来我们这开拓市场吗？”……
在进博会的特斯拉展台上，不断
传来寻求合作的问询。

特斯拉大中华区市场部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进博
会，可以更集中、高效地接触到
中国各地的合作对象。“甚至包
括一些投资机构，希望与特斯拉
一起引入更多供应商，发展中国
的新能源车产业链。”

进博会期间，咨询机构毕马
威也找到了未来开拓市场的“战
友”——深圳前海科创投控股有
限公司。未来，双方将携手打造
国际科技创新项目的聚集区。

毕马威中国政府及公共事
务咨询服务合伙人喻莺表示，握
手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有
助于企业在更高的起点上迎接
发展机遇。

从做贸易到投项目，从单纯
的买卖关系到携手开展创新
……一系列深度合作，让进博会
这一平台更加体现出链接全球、
互惠共赢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

多家媒体7日报道，美国纽约
市前市长、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
格正重新考虑竞选总统。

布隆伯格如果参选，将对民主
党头号竞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构
成挑战。

布隆伯格的发言人霍华德·沃
尔夫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布隆伯格
认为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他
“越来越担忧”以民主党现有竞选人
所处形势，他们无人能战胜特朗普。

沃尔夫森说，如果布隆伯格参
加竞选，他“能够与特朗普对抗并
获胜”。

布隆伯格现年77岁，是彭博社
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2002年至
2013年三度出任美国最大城市纽

约市市长。他身家大约534亿美
元，位列福布斯最富美国人排行榜
第8位。布隆伯格一直积极倡导应
对气候变化和控制枪械，热衷慈善
事业。

布隆伯格曾是共和党籍，后转
为独立人士，去年注册为民主党
人。他今年3月在深入调查后宣布
不竞选总统，部分原因是预期拜登

在民主党内会获得较高支持。
美联社报道，布隆伯格过去几

周与部分民主党人讨论当前选情，
表达担忧。

白宫发言人斯蒂芬妮·格里沙
姆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民主党最终
选谁参加总统选举都没有关系，反
正特朗普会赢。

（新华社）

中国市场 世界共享
——进博会勾勒共赢画卷

“我相信，各位朋友都能乘兴而来、

满意而归。”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

席在主旨演讲中的这一句话，温暖人心。

5日开幕以来，进博会展馆内人头

攒动、热火朝天的景象，再次让世界领略

到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的精髓。换

名片，加微信；谈生意，话合作；谋开放，

赢未来……截至11月7日，参展商和采

购商共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协议千余项，

举办新品展示等配套活动250多场。

近14亿人的中国市场不断扩大开

放，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

长带来新的更多机遇。进博会现场，一

幅“双赢多赢共赢”的画卷正在铺开。

有味有料有品 发掘中国大市场

进博会的食品及农产品展
区，6日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开鱼”仪式。一条来自西班
牙、重量超过255千克的“巨无
霸”蓝鳍金枪鱼，被专业师傅一
片片切成生鱼片，免费提供给
现场观展者品尝。好吃好玩的
体验，让这个展位瞬间变成进
博会的“流量中心”。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种
进博会。是活色生香的进博
会，还是“黑科技”出没的进博
会？瞄准中国消费升级的需
求，全球展商用他们理解的方
式，回应“中国市场这么大，欢
迎大家都来看看”的邀请。

琳琅满目、色彩缤纷、酸甜
咸香……最“有味”的全球美
食，在进博会上演“舌尖上的盛
宴”。味蕾大PK背后，是各国
食品企业对中国大市场的青睐
和期待。

全球第三大巧克力糖果制
造商——意大利费列罗集团在
进博会上“甜蜜登场”，带来了全

新的饼干类产品。“中国市场那
么大，未来我们要加速开拓以甜
食为核心的多品类市场。”费列
罗中国区总经理马如城说。

首次参加进博会，感受中国
市场的热情，马如城提出了一个

“小目标”：考虑中国规模庞大的
中等收入群体，未来5年费列罗
要实现在华销售额翻倍。

精密的智能芯片、先进的
智慧工厂、掌控健康数据的“魔
镜”……最“有料”的5G、人工智
能等硬核科技，在进博会上展
示未来的生活图景。

德国企业贺利氏在第二届
进博会上带来了5G通信的最
新电磁屏蔽技术。对于中国正
在到来的5G时代，贺利氏副总
裁庞拓乐有着敏锐的嗅觉。他
希望在进博会上，和中国企业
探讨如何加速5G技术的推广
应用，推动智能制造和绿色产
业发展。

“我们深刻感受到，在日本
做经营判断无法对应瞬息万变

的中国市场。”松下电器中国东
北亚公司总裁本间哲朗直抒胸
臆。今年4月，松下电器在北京
成立了东北亚公司，从开发、生
产到销售全部在中国决策。

惊艳的珠宝、时尚的彩妆、
灵动的玩具……最“有品”的时
尚生活展品呼应着近14亿中国
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第二届进博会的乐高展
台，全球首秀的玩具套装“舞
狮”吸睛无数。龙珠、春联、爆
竹等中国元素一下拉近了乐高
产品与中国消费者的距离。这
已经是乐高集团连续第二年在
进博会上全球首秀中国风情的
玩具套装了。

“中国文化是取之不尽的
宝藏。”乐高集团首席执行官倪
志伟说，乐高未来会推出更多
以中国元素为灵感的创新商
品，将它们带到全球各地，也让
全世界更多孩子在玩乐中感受
中国文化的魅力，让世界更加
了解中国。

“我正在苦练中文，我
们也鼓励本国国民和农场
主学习普通话。”

11月6日，“南美明珠”
乌拉圭在进博会现场举办
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
会。乌拉圭农牧渔业部部
长恩佐·贝内奇说，得益于
中国的扩大开放，近年来乌
拉圭出口中国的大豆和牛
肉增长了30%以上。今年
的进博会上，乌拉圭不仅在
国家馆设立了展台，还组织
了由近30家乌拉圭公司组
成的贸易代表团到访。

“乌拉圭可以成为中国
市场一个很好的供应商。”
谈到在中国做生意的前景，
恩佐·贝内奇充满期待。

中国市场，世界共享。
进博会上的世界机遇，属于
对开放合作有共识的市场
主体和国家地区——

“GE是美国企业，也是
全球企业。市场在哪里，我
们就走到哪里。”连续两届
参展的通用电气（GE）国际
业务总裁段小缨，已经是进
博会上的“熟面孔”。

本届进博会上，GE带
来了一个首发、三个首展，
包括最尖端的人工智能CT
系统和智能制造解决方
案。在首届进博会结束后
的一年时间内，GE还宣布
了两笔投资大单：一是和哈
尔滨电气成立合资企业生
产先进燃气轮机，二是在广
东省布局海上风电产业
链。“我们相信中国扩大开
放的决心和努力。”段小缨
说。

从进博会上受益的不
仅是世界500强企业，还有
各式各样的行业龙头和被
誉为“隐形冠军”的优质中
小企业。放疗设备企业瓦
里安就是其中之一。今年
首次参加进博会，瓦里安就
搭建了品牌有史以来的最
大展台，展示了包括智慧放
疗平台和质子治疗系统在
内的一系列尖端产品。

参加进博会配套活动
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质量

发展局局长黄国梁说：“从
进博会可以看出，中国市场
消费、采购需求巨大。可以
说，新时代的中国是全球

‘隐形冠军’的最佳赛场。”
进博会不仅是一席贸易

盛宴，更是一场开放融通的
“东方之约”，将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马达加斯加，世界上最
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出现在
进博会的食品及农产品展
区。除了独特的猴面包树
造型，展台上的大龙虾、腰
果、辣椒、香草等当地特色
农产品，吸引众多采购商驻
足观看、洽谈。

刚刚接待完浙江交易团
的客人，马达加斯加农产品
贸易商陈林抓起一把腰果
说：“中国对马达加斯加农产
品有关税优惠，所以这么大
的腰果，每千克只卖7.3美
元。这几天，从电商平台到
线下经销商，我们已经谈了
不少有意向的客人。”

“为中国人民的热情友
谊点赞”——今年的进博会
上，孟加拉国达达公司创始
人萨夫打出了这样的中文
条幅。达达公司主要展示
孟加拉国特有的黄麻手工
艺品。首届进博会上，这些
由孟加拉国贫困妇女编织
的工艺品，经采购商之手，
最终出现在上海外资百货
的橱窗里。“奇幻之旅”背
后，是进博会为全球消除贫
困注入的“正能量”。

无限的商机，无限的未
来。虽然展商们有着不同
的肤色，说着不同的语言，
但来到进博会，都奔着同一
个目标：在中国的大市场
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机
遇。

进博会还在进行中，更
多精彩的“进博故事”还将
陆续上演……秉持“买全
球、惠全球”的理念，这场中
国首创的盛会，注定将为互
利共赢、共享未来的全球梦
描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华社）

从贸易到投资 展现合作大格局

共识带来共赢
成就世界大机遇

不要下载这十款
违法移动应用

据新华社电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
急处理中心近期开展电商平台整治
行动，发现多款电商平台App存在
隐私不合规行为，违反《网络安全法》
相关规定，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
信息。

这些违法、违规移动应用具体
如下：

1、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个人隐私
信息，涉嫌隐私不合规。具体App
如下：《楚楚街》（版本3.34）、《毒》（版
本4.17.0）、《萌推》（版本2.5.0）、《淘
集集》（版本2.29.0）、《折800》（版本
4.66.0）。

2、未向用户明示申请的全部隐
私权限，涉嫌隐私不合规。具体App
如下：《贝贝》（版本9.26.01）、《返利》
（版本7.9.2）、《微店》（版本5.7.8）、《找
靓机》（版本 7.5.01）、《转转》（版本
7.1.2）。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计算机病毒
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手机用户首
先不要下载这些违法有害移动应用，
避免手机操作系统受到不必要的安
全威胁。其次，建议打开手机中防病
毒移动应用的“实时监控”功能，对手
机操作进行主动防御，第一时间监控
未知病毒的入侵活动。

布隆伯格或竞选美国总统
其为美国纽约市前市长、亿万富翁

■11月8日，意大利工作人员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展示意大利火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