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着力缓解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今年
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强化宏观
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货币政策松

紧适度，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为经济平稳
运行注入强大政策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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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谷歌公司将停止提供安
卓系统的技术支持一事，中国华为公
司20日回应说，华为有能力继续发展
和使用安卓生态，包括智能手机和平
板电脑在内的华为和荣耀品牌的产品
及其服务在中国市场不受影响。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等
媒体 19 日报道称，美国政府近日把
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
体清单”，清单上的企业或个人购买
或通过转让获得美国技术需获得有
关许可，谷歌公司因此决定停止向华
为提供包括安卓系统在内的技术服
务支持。

相关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目前谷歌公司内部正在研究具体实施
细节。一旦实施，华为将无法获得最
新版本的安卓系统以及安全更新，也
不能使用谷歌应用商店等一些软件和
服务。不过，由于安卓系统本身是开
源的，华为还可以使用公开版本的安
卓系统。

华为在 20 日发给新华社记者的
一份声明中说，安卓作为智能手机操
作系统，一直是开源的。华为作为重
要的参与者，为安卓的发展和壮大作
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华为有能力
继续发展和使用安卓生态。华为和
荣耀品牌的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和平
板电脑，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市场不受
影响。未来华为仍将继续打造安全、
可持续发展的全场景智慧生态，为用
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安卓系统是谷歌公司的手机操
作系统，与美国苹果公司的iOS系统
并列为当前全球两大手机操作系
统。两大系统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
iOS 系统是封闭自成一体的，而安卓
系统是开源的，任何人都可以基于公
开的源代码开发相关应用。

安卓操作系统的官方推特账号
19 日发文说，在“遵守美国政府要求
的同时”，谷歌向消费者保证，谷歌应
用商店“谷歌 play”及相应安全服务

仍可在现有华为设备上使用。
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安卓的开

源特性，谷歌此举可能促使华为开发
不包含谷歌应用和服务的基于安卓的

操作系统，甚至开发全新的操作系统，
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软件应用生态并向
全球推广。

综合新华社5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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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大连大元乐器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市分公司拟对大连大元乐器
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进行处置，本次
拟处置债权情况如下：

一、大连大元乐器有限公司，本
金 2999.71万元，利息 349.11万元(不
含罚息、复利及违约金)，本息合计
3348.82 万元，其他从权利：9.97 万
元。债务人所在地：辽宁省大连市甘
井子区营日路 25 号 41-43。担保方
式：抵押、保证。抵押物：位于大连甘
井子区营日路25号41-43，土地面积
15728.5 平方米，厂房面积 11955.61
平方米。保证人：大连汇杰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大连雨立方科技有限公
司、薛建会、金萱、李支辉、孙佩。诉
讼情况：已胜诉。

二、大连筑成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本金9164.96万元，利息623.87万
元(不含罚息、复利及违约金)，本息
合 计 9788.43 万 元 ，其 他 从 权 利 ：
51.25 万元。债务人所在地：辽宁省
大连市甘井子区南松路 1 号。担保
方式：抵押、保证。抵押物：位于大连

市甘井子区南松路1号的土地，面积
为 2994.8 平方米；房产 3 处，位于甘
井子区南松路1号地下一层、甘井子
区南松路 1 号 1-5 层，面积合计为
6741.41 平方米；沙河口区春柳学工
街 7 号，面积为 1833 平方米。保证
人：大连筑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筑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筑成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大连筑成建筑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孟繁凯、毛春华。诉
讼情况：已胜诉。

三、大连华誉船舶起重运输机械
有限公司，本金 4108.01 万元，利息
604.62 万元(不含罚息、复利及违约
金)，本息合计 4712.63 万元，其他从
权利：25.66万元。债务人所在地：辽
宁省大连普湾新区三十里堡临港工
业区。担保方式：抵押、保证。抵押
物：位于大连普湾新区三十里堡临港
工业区的面积为29943.5平方米土地
及 其 地 上 在 建 工 程 ；10 台 机 器 设
备。保证人：大连华誉起重运输机器
有限公司、大连鸿升电器有限公司、
庞厚军。诉讼情况：已胜诉。

四、加利亚（大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本 金 2681.80 万 元 ，利 息
7133.50万元(不含罚息、复利及违约
金)，本息合计 9815.30 万元，其他从
权利：68.55万元。债务人所在地：辽
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 588 号。
担保方式：抵押。抵押物：位于大连
市沙河口区中长街 2-3 号的土地使
用权 3 处，面积合计 1044.1 平方米；
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中长街2-3号，
面积合计5695.03平方米的房产。诉
讼情况：已胜诉。

五、普兰店市宇星服装有限公
司，本金 89.24 万元，利息 11.05 万元
(不含罚息、复利及违约金)，本息合
计 100.30 万元，其他从权利：1.78 万
元。债务人所在地：辽宁省普兰店市
唐家房街道唐家房社区唐曲屯。担
保方式：保证。保证人：鞠德峰。诉
讼情况：已胜诉。

六、大连文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债权本金15046.00 万元，债权利
息 10102.00 万元，本息合计 25148.00
万元。担保方式：抵押、质押、保证。

债务人所在地：大连市普兰店市太平
街道办事处柳家社区。抵押物为“文
景清华园”项目的在建工程和分摊土
地使用权，目前剩余有效抵押在建工
程面积共 68603 平方米；质押：债务
企业股东以100%公司股权作质押担
保；保证人：景克瑞、陈丽、李会仕、聂
利平、吴玥霖、李娜、张兵、李艳艳。
诉讼情况：已胜诉。

七、大连华晟基业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4000.00万元，利息947.45万
元，本息合计 4947.45 万元，诉讼费
26.25万元。债务人所在地：辽宁省大
连市中山区杏林街 60B 号 24 层 26
号。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牟诚、施新、毛斌、黑龙江中煤
国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现名：中煤国
际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诉讼情况：已胜诉。

八、大连天河能源有限公司，债
权本金 2238.00 万元，利息 585.04 万
元，本息合计 2823.04 万元，诉讼费
16.68 万元。债务人所在地：辽宁省
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 号 17 层

18-5号。担保方式：抵押担保及保证
担保。抵押物：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上
方港景大厦 50.48 平方米住宅一套。
保证人：黑龙江中煤国际能源贸易有
限公司（现名：中煤国际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毛斌。诉讼情况：已胜诉。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
司 对 外 网 站 查 询（http://www.
gwamcc.com）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
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债权（打包处置）以挂
牌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自公
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
方协商的付款方式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
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
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98292
传真：0411-83679009
通信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

场1号
邮政编码：116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 联系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公司

（基准日：2019年2月28日）

5月19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人们参观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的陵墓。土耳其政府和社会各界19日在全国多地举办庆祝活动，纪念土
耳其独立战争爆发100周年。1919年5月19日，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
末尔·阿塔图尔克乘船抵达萨姆松，发起抵抗西方列强的军事斗争，这一
天被视为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起点和土现代史的开端。 新华社发

土纪念独立战争爆发10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0 日在
回应有关欧洲调查发现华为无“后门”
的问题时表示，欧洲方面调查结论证
明了华为的清白，也暴露了美国动用
国家力量打压他国企业的不正当性。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德国媒体报道，经多年审查，英国、
德国及欧盟方面均未发现华为产品
存在明显“后门”，但美国思科设备却
经常被发现安全漏洞，自 2013 年起
已有 10 起“后门”事件。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我们其实特别想听听美方对此
有何评论，”陆慷说，“当然，国际社会
可能也没抱太大希望。因为自‘棱镜
门’事件以来，美方对于国际上指控它
非法从事网络攻击、窃密的事实依据，
一直都是三缄其口。”

他表示，美方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为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对他国企
业造谣抹黑，却始终拿不出像样的证
据。“欧洲方面调查结论证明了华为的
清白，也暴露了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
压他国企业的不正当性。”陆慷说。

欧洲调查结论证明了华为的清白

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减税减负效果显现

今年以来，不少企业感受到减税
减负的春风。

从事汽车零部件制造的上海申驰
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琪介绍，去年
5月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公司
减税约 250 万元。今年税率下调至
13%，预计将减税近600万元。“更大力
度的减税，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带来
源源不断的动力。”

1月1日起新个税法实施、小微企
业迎来普惠性减税，4月1日起进一步
下调增值税税率，5月1日起降低社保
费率……今年我国推出近2万亿元的
减税降费政策，力度空前。

数据印证减税实效。今年1至4
月，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12.4%，比去
年同期回落6 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
同比下降30.9%，比去年同期回落51.7
个百分点。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杨志勇认为，减税降费着眼

“放水养鱼”、增强发展后劲，将助推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为市场减税减负的同时，财政支
出力度也在加大。财政部国库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增幅比去年同期加快4.9个
百分点，对脱贫攻坚、三农、结构调整、
科技创新、生态环保以及教育、医疗、
卫生等民生重点领域的支出保持了较
快进度。

专家分析，与往年相比，今年财政政
策取向依然积极，更加注重加力提效。

财政部部长刘昆介绍，“加力”主
要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和支出力度，
着重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推进更为

明显的降费，以引导企业预期和增强
市场信心，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提效”主要是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和使用效益，着力盘活存量、用好增
量，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
政支出绩效。

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在厂长陈卫东眼里，2019 年 3 月
12 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因为
这天他所在的苏州瑞荣精密机械厂头
一次从苏州银行拿到150万元纯信用
贷款。“我以前也尝试过信用贷款，但
碰过壁。银行让我们把几年前的数据
资料都翻了出来，搞得精疲力尽，却仍
然拒绝了贷款申请。现在，通过苏州
市搭建的征信平台递交申请，银行贷
款当天就批下来了，太方便了。”

陈卫东所感受到的融资便利性变
化并非个例。随着前期有针对性的货
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效果逐步显现，政
策传导改善，民营和小微企业在融资
方面的获得感正在逐步增强。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稳健的货币
政策，保持松紧适度，在总量适度的基
础上，优化结构、精准滴灌，并根据经
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
调，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

5月15日起，约有1000家服务县

域的农村商业银行实行较低的优惠存
款准备金率，将释放长期资金约2800
亿元，并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
业贷款。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
院长董希淼认为，此次调整将增强服
务县域中小银行的资金实力，促进其
降低融资成本，更好地支持民营和小
微企业发展。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新增人
民币贷款6.82万亿元，同比多增7912
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9.54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93万亿元；4
月份民营企业发行债券环比增长
10%，净融资159亿元，今年以来首次
转正。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
表示，稳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取得
积极效果，信用收缩风险明显缓解，市
场信心提振，对于促进金融和实体经
济良性循环、国民经济实现平稳开局
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动政策协同发力
夯实经济稳健态势

前 不 久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1个百分点，中国也成为全球唯一被
上调今年增长预期的经济体。IMF专
家评价说，中国经济企稳的原因正是

在于中国政府果断采取行动，综合利
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工具。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
势，今年以来我国落实“六稳”政策，加
大逆周期调节，推动经济平稳运行。

“当前，外部环境依然错综复杂，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要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适时适度实施逆周期
调节，不断加大‘六稳’政策落实力度，
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稳就业是“六稳”之首。今年，我
国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
层面，政策效果逐步显现。4月份，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3月份下
降0.2个百分点。1至4月份城镇新增
就业45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4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表示，将围绕落实完善就业优先政策，
加强就业形势监测预警。一方面，加
大援企稳岗力度，切实落实失业保险
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的有关政策；
另一方面，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
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着力
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加强政策协同配合，防止经济大起大
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说。

宁吉喆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
注重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配置效
率和使用效益。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注重疏通传导机
制，推动实际利率适当下行，增强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加快出台大规模
减税降费等相关政策的配套细则，打
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为经济平
稳运行创造有利条件。

记者 陈炜伟 吴 雨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调控精准发力推动经济稳中有进
——我国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效果显著

核心
提示

（上接第三版）
（五十）激励干部担当。加强监管

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忠
实履行监管职责，敢于同危害食品安全
的不法行为作斗争。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关心爱护一线监管执法干部，建立健
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作为的干
部撑腰鼓劲。对在食品安全工作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激励广大监管干
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建功立业。

（五十一）强化组织实施。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提出的改革
任务和工作要求，结合实际认真研究
制定具体措施，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责任人，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实到
位。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要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协调机制，加强沟
通会商，研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问
题。要严格督查督办，将实施情况纳
入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工作督查考评
内容，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最近，一个叫斯金纳的美国女人语出惊人，抛出
了带有浓烈种族主义色彩的“对华文明冲突论”。国
际社会为之惊诧。

这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竟然要
把美国对华关系，耸人听闻地贴上“文明冲突”的标
签。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早就为这种人做了画像：

“对于一个手中只有榔头的人，他所看到的问题都是
钉子。”斯金纳就是想操起“文明冲突”这把“榔头”，
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平一切被认为是中美关系中问题
的“钉子”，包括许多美国人在内的有识之士都认为，
这是一种典型的种族主义逻辑。

其实，持这种奇谈怪论的人并不想掩饰他们根深
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说什么“这是一场与一种完全
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美国以前
从未经历过的”“当前中国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
史的产物”“我们首次面对一个非白色人种的大国竞
争对手”。这样的鼓噪声，人们并不陌生，使人们不能
不想到纳粹当年对犹太民族、斯拉夫民族等的恶毒诅
咒。想想当年纳粹从“雅利安人高于一切人种”的种
族主义出发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这种把国与国关系划归到种族层面的言论，即便
在美国也受到强烈质疑。《华盛顿邮报》称，这一观点
经不起推敲，且缺乏实证支持，文章认为其根据主要
文明对国家进行分类，忽略了身份的多样性和偶然
性。美国彭博社则评论说，“文明冲突论”在美国外交
政策中没有容身之地，且这种冲突模式无助于美国赢
得竞争。美国《外交政策》的评论对此一针见血：“这
展现出新的美国治国术中种族主义和危险的一面。”

据说这位名叫斯金纳的女人本人是非洲裔美国
人，她津津乐道谈这种种族主义的言论，喋喋不休谈
白色人种，难道忘记了美国长期肆虐的种族歧视给广大黑人带来的深重
灾难吗？难道忘记了所谓“白人文明”对印第安文明、黑人文明的绞杀吗？

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质就是“和”。公元前140多年，张骞带着一支和
平使团从长安出发，打通了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凿空之旅”，而不
是去搞什么“文明冲突”！600多年前，郑和七下西洋，率领的是当时世界
最庞大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不是什么“文明冲突”！通
过古丝绸之路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相继进入中
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在中国人“和”的文化观念中，体现于宇宙观，
讲求“天人合一”；体现于对外交往，讲求“协和万邦”；体现于社会生活，讲
求“和衷共济”；体现于人际关系，讲求“和为贵”；体现于生态系统，讲求

“和实生物”。这样的特质，决定了中华文明有着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胸
襟。这一“和”的文化特质，纵贯古今，影响至深，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秉
性。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
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斯金纳们这种以人种来确定文明、以文明来确定国家冲突的逻辑是
十分危险的。林肯早就说过：“美国人民是一个不受种族限制的人民。”到
了21世纪的今天，在口口声声“秉持自由平等”、为废除奴隶制和解放黑
人奴隶付出巨大代价的美国，怎么会出现这种“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极
端言论？很值得人们深思。

斯金纳们的种族主义言论的危险性在于，既然说“文明冲突”基于人
种的不同，那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灭绝他们所不喜欢的种族。因为
有一个种族存在，一个民族存在，就有一种文明存在。难道美国人是要灭
绝他们不喜欢的种族、民族和基于这个种族、民族历史演化而产生的文明
吗？全世界善良的人们要高度警惕了，决不能让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种族主义言论泛滥开来！

世界是多样的，人类文明是多彩的，没有分歧就没有世界。中美两国各
具特色，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民众诉求等不尽相同，双方存在一些分歧在所
难免。有了分歧并不可怕，关键是不要把分歧当成采取对抗态度的理由，而
要坚持相互尊重，致力于平等协商，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各种文明应该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美美与共。把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上
升到文明层面，把不同文明降低到人种范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有百害而无
一利。对那些热衷于种族主义的斯金纳们，人们必须大喝一声，悬崖勒马
吧！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前面就是万丈深渊！

人民日报5月21日文章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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