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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公告
（2022年第5号）

下列机构经批准，颁发、换发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 2022年1月24日

债权转让公告
营口市老边区大成乐器商行、
营口市大成乐器有限公司、迟
兵、金明月、金炳玉、高杨：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
下简称“我公司”）与谢伟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我公司对营口市老
边区大成乐器商行享有的主、
从债权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
法转让至谢伟。现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自债权转让之日起
向现债权人谢伟履行还本付息
义务及该债权项下的其他义务

（其中债权本金 350万元、利息
152.44万元）。若债务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由承债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2年1月24日

大连市自然资源局金普新区分局

通告
为了加强土地管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现就金石滩国家旅游

度假区金狐山以北，蓝莓谷以东，滇池路以南，龙山南街以西区域

内约30公顷未开发利用土地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按照城市建设发展需要，请该区域内相关土地权利人于

2022年 2月 10日前，持相关证明文件到大连市自然资源局金普新

区分局进行申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金普新区分局将进行认定。

逾期未进行申报，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将对该区域按整体规

划布局，实施开发建设。

二、相关权利人如对本通告内容提出异议，请于2022年2月10

日前将书面意见提交至大连市自然资源局金普新区分局，联系人：

张晓光，联系电话：0411-62629602。

特此通告。

2022年1月24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辽中区支公司

第三营销服务部

原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辽

中区支公司四方台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115003

许可证编号：00013747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辽中区蒲西街道东环街39甲

号1层104、105

负责人：智玲俐

联系电话：024-87888042

发证日期：2022年01月18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辽中区支公司

第四营销服务部

原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辽

中区支公司满都户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115002

许可证编号：0001374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4年11月01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辽中区蒲西街道东环街39甲

号4层401

负责人：刘学

联系电话：024-87888042

发证日期：2022年01月18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辽中区支公司
第五营销服务部

原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辽
中区支公司刘二堡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115001
许可证编号：0001374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4年11月01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辽中区刘二堡镇刘南社区
55-1号网点4
负责人：郭君
联系电话：024-87888042
发证日期：2022年01月18日
原地址：沈阳市辽中区蒲西街道东环街39甲号
1层107
新地址：沈阳市辽中区刘二堡镇刘南社区55-1
号网点4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国政客针对
他国频繁炒作所谓“债务陷阱”问题，试
图借用这一概念干扰破坏发展中国家
投资合作。其逻辑是，越多投资意味
着越多债务，债务难偿就会落入“陷
阱”，最终导致资产损失、发展受限。

如果说存在所谓“债务陷阱”，那
么美国才是这种“债务陷阱”的制造
者。美国是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
者，发展中国家屡次爆发债务危机都
与“美国因素”密不可分；美国联邦储
备委员会货币政策转向，明显冲击发
展中国家债务稳定；美国制造“债务陷
阱”的目的就是让美国资本轮番“收
割”发展中国家优质资产，严重破坏发
展中国家偿债能力，削弱其发展基础，
阻断其经济跨越之路。

发展中国家“债务陷阱”
的“美国因素”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债务近年
大幅增长，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债
务风险受到关注，美国借机炒作所谓

“债务陷阱”问题，抹黑发展中国家互
利合作。形成债务关系本身是正常的
经济行为，只有附加苛刻政治条件或
带有恶意目的的债务才存在“陷阱”，
炒作“债务陷阱”无非是将经济问题泛
化、政治化。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可能
陷入“债务陷阱”，那么纵观半个世纪
国际债务问题，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
缺乏监管的借贷金融创新、华尔街恶
意做空等，才是数次债务危机“爆雷”、
发展中国家落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世界银行 2019 年底发布研究报
告说，自 1970 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国家共出现四次债务累积浪潮。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爆发债务危
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 90
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本世纪前十
年中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第四次债务
累积浪潮始于 2010 年并持续至今。
报告认为，第四次债务累积浪潮中，新
兴经济体处境比2009年脆弱得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和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控部
门主任哈米德·拉希德2020年7月联合
撰写的报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后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发展中国家出口
了债务泡沫。从约半个世纪前金融市

场自由化以来，债务危机就在全球金
融体系中经常出现，让相关国家、地区
甚至全球经济付出巨大代价。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周玉
渊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
2010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增长
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私人金融部门贷
款快速增长，包括债券市场和商业银
行贷款，增速和规模远超多边金融机
构和中国金融机构。根据世界银行国
际债务统计估算，2020年拉美成为全
球负债率最高的地区，其外债主要来
自国际金融市场，华尔街和美欧商业
银行是主要金主。在非洲，来自私人
金融部门的外债比重快速上升，已成
为该地区最大的外债来源。

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学者卡文
斯·阿德希尔表示，非洲债务问题有其
历史原因，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在
非洲国家债务中占比高达80%。在肯
尼亚，大部分外债以美元形式持有。

阿根廷饱受债务困扰，至今仍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大债务国
之一。阿根廷社会学家马塞洛·罗德
里格斯认为，这正反映了美国在拉美
实行的干预主义。在阿根廷与一系列
债权人的有关谈判进程中，美国一直
是真正主角，其目的是加强对地区国
家的干预和控制，维持在跨国金融资
本领域的霸权。在债务形成、金融投
机、资本外逃、债务谈判等过程中，债
务国民众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国家主
权不断丧失。

冲击发展中国家债务稳
定的“美元因素”

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元供
应及其利率变化是全球债务的重要影
响因素，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
债务产生显著影响。上世纪80年代，美
联储为应对滞胀连续加息，导致国际借
贷成本骤增，引爆拉美国家债务危机。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
究中心主任汤之敏表示，21 世纪初，
得益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及国际社
会减债努力，发展中国家债务状况得
以改善。然而，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
机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债
务规模明显扩大。美联储为挽救本国
经济实行量化宽松，带动全球流动性
大增，成为近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增长

的货币源头。
当前，美国经济从疫情中逐步复

苏，为应对高通胀压力，美联储多次释
放可能提前加息并启动资产负债表缩
减进程的信号。IMF警告，这可能造
成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令
全球金融环境收紧。

国际金融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
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将从四个方面冲击
发展中国家债务：首先，将引发美元升
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存量债务偿债
成本上升；第二，将带动全球融资成本
上涨，导致借债成本上升；第三，将导
致流向发展中国家资金减少，加剧其
借债来源短缺；第四，以美元计价的大
宗商品价格可能下跌，导致依靠资源
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减少，偿债基
础遭到破坏。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
德·拉赫曼表示，美联储加息预期已导
致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减少，如
果加息步伐快于预期，国际资本将加
速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债务水平较
高的新兴经济体面临严峻挑战。

影响发展中国家偿债能
力的“美资因素”

偿债能力来源于经济可持续增
长。但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
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公平的
发展权益，还要被强大的美国资本多
轮“收割”，导致经济“造血能力”不足，
偿债能力受到制约。

美国的国际财团掌控农矿产品市
场定价权，直接影响依赖此类贸易的
发展中国家国际收入。汤之敏认为，
发展中国家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
国家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贸易条件
经常恶化，还本付息能力不足；缺乏资
本、基础设施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使
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长期处于
不利地位，从根本上影响偿债能力。

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国际市场兴风
作浪、攫取利润、制造危机，遏制新兴
国家发展势头。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
研究会研究员、政治学教授安娜·马林
博格-乌伊认为，华尔街金融机构和投
机者恶意做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主权
货币，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少
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债务负担加剧。

美国资本抄底新兴市场国家优质

资产，削弱其经济发展基础。在亚洲
金融危机中，韩国为拯救经济，被迫允
许外资进入命脉企业，不少民族品牌
背后是美资身影。

“债务陷阱”背后的“美
国意图”

长期以来，世界对美国多次制造
“债务陷阱”的真实意图有着越来越清
晰深刻的认识。

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频繁危机
后，拉美经济愈加被动适应美国政策
调整和经济周期潮汐变化，受制于外
债掣肘和市场开放压力，被迫服从美
国经济和金融体制之需。在此过程
中，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政策具有显著
的“门罗主义”色彩。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格局发生
剧变后，美国加速调整全球战略。
2001年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教授奥村皓
一撰文说，1992年以后，美国对外投资
额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通过开发
金融和资本市场，美国向发展中国家
渗透西方金融管理方式。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华尔街
日报》2001年曾对经济和商业界人士
提出“美国能否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
的问题。时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的杰弗里·加滕直白地表示，美国大公
司应当在亚洲坚持到底，利用前所未
有的机会在那些一直不准外国大量投
资的行业便宜地购买资产。几年之
后，亚洲市场无疑会强劲回升。而事
实也正是如此，且类似戏码反复重演。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
本经济新闻》2013 年刊文《要防备世
界经济的潮流变化》表示，美国是市场
波动的震源地，震荡过后，美国经济回
升，在危机时期起到托底作用的新兴
国家却蒙上阴影。

长期以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支持以摆脱
落后局面。合理的债务关系、良性的
贷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支持，
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缩小发展差距起到
了积极作用。然而，美国通过经济实
力、资本实力、美元霸权主导国际融资
环境、攫取资源和利益，使发展中国家
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后者落
入发展陷阱的重要推手。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美国才是“债务陷阱”制造者
新华社记者

国际观察

据新华社德黑兰1月23日电
（记者高文成 王守宝）据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23 日报道，伊
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塔赫
特-拉万希22日宣布，伊朗已恢复
此前因未缴纳联合国会费而失去
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权。

据报道，此次伊朗缴纳的联合
国会费约 1800 万美元，是韩国用
冻结在该国的伊朗资金代为缴
纳。塔赫特-拉万希此前表示，由
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伊朗
连续第二年难以正常支付联合国
会费。美国对伊朗施加的限制不

仅阻碍了伊朗获得药品和医疗设
备等人道主义物资，也阻碍了联合
国的工作。

因美国制裁伊朗，韩国两家银
行自2019年9月起冻结共计约70
亿美元伊朗资金。这些资金是伊
朗向韩国出口石油所得，伊方多次
呼吁韩方解除冻结。另据报道，韩
国企划财政部 23 日发表声明说，
通过与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
办公室、联合国秘书处等机构的积
极合作，韩方已于 21 日用韩国冻
结的伊朗资金缴纳了伊朗的联合
国会费1800万美元。

伊朗宣布恢复联合国大会投票权

据新华社基辅1月22日电（记者
李东旭） 乌克兰国防部 22 日发表声
明说，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一批军火当
天运抵首都基辅。

声明说，这是美国向乌克兰提供
价值2亿美元军事援助框架内首批运
抵乌克兰的军火。这批军火重约 90
吨，包括“致命性”武器以及用于在乌
东部冲突地区前线使用的弹药。

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当天表
示，美国去年12月批准向乌克兰追加
价值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021年美
国总共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
约为 6.5 亿美元。自 2014 年以来，美
国已累计向乌克兰提供超过 27 亿美
元的军事援助。

近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加速
恶化，双方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
事人员和装备。美国、乌克兰和北约
声称俄罗斯在靠近乌东部边境地区集
结重兵，有“入侵”乌克兰之势。俄方
则予以否认，强调北约活动威胁俄边
境安全，俄方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
保卫领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21
日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瑞士日内瓦
举行会谈。拉夫罗夫在会后举行的记
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没有入侵乌克兰
的计划，美国和西方国家炒作乌克兰
危机是为了掩盖其对乌克兰的军事拉
拢，以继续侵蚀俄安全空间。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
一批军火运抵基辅

据新华社东京 1月 23日电
据日本媒体 23 日报道，东京电力
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近日泄漏了
约 4 吨“冻土挡水墙”冷冻液。但
东电公司称，“冻土挡水墙”的功能
未因此受到影响。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地势西
高东低，东部朝向太平洋，为防
止地下水继续流入核电站所在
建筑物的地下而导致核污水增
加，东电公司于 2014 年 6 月在核
电站 1 至 4 号机组周边开建周长
约1.5千米的“冻土挡水墙”，2017
年起全面启用。施工方法是将
1568根冻结管以1米的间距插入

地下30米深处，注入冷冻材料，并
利用冷冻机使其冷却到-30℃，从
而将周围地基冻住，形成一道冻
土屏障。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3日
报道，东电公司于1月16日在“冻
土挡水墙”附近发现了泄漏的冷冻
液，推测泄漏了约4吨冷冻液。泄
漏的冷冻液是用于冻结地基、起到
制冷剂作用的氯化钙溶液。东电
公司认为，冻结管可能出现损伤，
该公司将寻找损伤部位加以修
补。东电公司称，这种液体不是有
害物质，对环境没有影响，“冻土挡
水墙”本身功能未受到影响。

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4吨冷冻液

图为在西班牙马德里，青年手举“一起向未来”的主题口号，祝福北京冬奥会。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对这一即将到来的盛会充满期待。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职

业的人们面对新华社记者的镜头，用不同语言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让我们携起手来，满怀信心，团聚在奥运五
环下，一起向未来！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祝福北京冬奥会 一起向未来

1月22日，在老挝琅勃拉邦，中老铁路琅勃拉邦维保管理中心员工在
驻地贴春联。为保障春节期间中老铁路正常运行，执行中老铁路老挝段
固定设备维保任务的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琅勃拉邦维保管理中
心中老员工，22日在驻地布置新年装饰、吃“年夜饭”，提前过年。新华社发

中老铁路员工红火迎新年

图为在阿富汗北部法里亚布省，当地居民领取中国政府提供的人道主
义援助物资。阿富汗临时政府难民事务部22日开始向全国34个省分发中
国政府近日援助的一批粮食。阿临时政府难民事务部发言人哈卡尼22日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首批粮食分发将面向10个最急需的省份，随
后会陆续将中国提供的这批粮食援助分发给其他省份。近日，阿富汗多地
民众接连收到中国政府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新华社发

阿富汗难民事务部
开始分发中国援助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