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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

资峰会 10 日在广西南宁开

幕。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

肆虐之时，本届东博会围绕深

化中国—东盟抗疫、经贸等各

领域合作开展系列活动，助力

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适逢其时。

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

血脉相亲，友好关系源远流

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双方携手抗疫、共克时

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守望

相助、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精神。本届东博会将助

推双方抗疫合作深入发展。

继第 17 届东博会首设

后，本届东博会继续设置公共

防疫及卫生展区，展示各类

防疫用品及装备、防护材料

与生产设备、防疫消毒及清

洁用品等。会议期间还会举

办中国—东盟药品合作发展

高峰论坛、传统医药健康旅游国际论坛等，

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疾病防控长效合作

机制，大力推动面向东盟的国际抗疫合作，

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随着对命运共同体的认识日益深

入，“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国际陆海

贸易新通道建设不断加速，中国和东盟双

边关系日益紧密，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

好，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实现逆势增长。

2020 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形成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

良好格局。今年上半年，双方贸易同比增

长 38.2％。本届东博会支持《东盟全面复

苏框架》相关经济领域合作，探讨疫情防

控常态化形势下加强双方经贸往来有效

途径，将对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畅通产生积极影响。

无论是团结抗疫还是经贸往来，中

国与东盟合作的蓬勃生机折射了互利共

赢合作的时代潮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广泛共识。疫情冲击下双方携手同

行，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将让世界看

到更多合作共赢的希望。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中国—东盟携手打造更高水平的

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可期。

20 年前的“9·11”事件拉开了美国

所谓“全球反恐”的大幕。20 年来，人们

却看到，恐怖主义威胁并未消失，美国

的“反恐”军事行动还带来了一桩桩侵

犯人权的恶行，残害了一个个普通民众

的生命，造成了一个又一个被打击国家

的动荡。

美国以“反恐”为名滥杀无辜，剥

夺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权。数据表明，

2001 年以来这类战争和军事行动夺去

超过 80 万人的生命，其中平民约 33 万

人。大量儿童遭难更是让人痛心。据

“对武装暴力采取行动”组织统计，2016

年至 2020 年间，约 1600 名阿富汗儿童

在美主导的北约空袭中死伤。而美方

对犯下杀戮平民罪行的美国军人常常

从宽发落，或干脆不了了之。2012 年，

美军士兵罗伯特·贝尔斯枪杀美军驻地

附近村庄的 16 名阿富汗平民，而当他

回到美国接受审判时，却通过认罪协定

被免除了死刑判决。美国《华盛顿邮

报》曾报道，驻伊拉克美军滥杀平民事

件的多数涉案士兵并未受到应有惩处，

绝大多数滥杀事件甚至根本就没有立

案。

美国以“反恐”为名制造动荡，剥

夺受害国家民众的幸福权。人民幸福

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而在美军炮火下的

国家战乱经年，很多人食不果腹、颠沛

流离。长年战乱导致阿富汗经济凋敝，

约 72％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

高达 38％。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0

年 4 月的调查，大约三分之一的叙利亚

人没有足够食物，87％的人没有储蓄。

美国布朗大学去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创

造难民：美国后“9·11”战争造成的流离

失所》的报告指出，美国“9·11”事件后

参与的所谓反恐战争造成的难民人数

至少有 3700 万，最多可能达到 5900 万。

美国以“反恐”为名私刑滥刑，侵

犯他国人民应该享有的人身权。为配

合“反恐战争”，美国中情局在波兰、立

陶宛、罗马尼亚、阿富汗等国设立“黑

狱”，关押恐怖嫌疑人。中情局在海外

监狱大搞刑讯逼供，水刑、剥夺睡眠、

狭小空间禁闭、人身羞辱等“加强审讯

方法”令人触目惊心。2020 年，国际刑

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表示，有证据显示，

近百名阿富汗囚犯在审讯过程中遭到

折磨、虐待甚至强奸，美军和中情局可

能因在阿富汗虐囚而犯下战争罪行。

事实证明，在美国以“反恐”为借

口进行军事干涉的国家，无一例外地

都 能 看 到 死 亡 、贫 困 与 动 荡；事 实 证

明，美国不仅远非其自我标榜的“人权

卫 士 ”，反 倒 是 侵 犯 人 权 的“ 世 界 冠

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次发表声

明，对美在关塔那摩监狱滥施刑罚、阻

碍叙利亚重建民用设施等多种侵犯人

权行为表示关切。叙利亚前副总理兼

外长穆阿利姆曾痛斥美国领导的所谓

“国际联盟”在叙境内“什么都做过，就

是没有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外交

部今年 7 月发布《国别人权报告》指出，

美国持续严重侵犯本国及他国人民的

人权。

以“反恐”之名，行侵犯人权之实，

这就是“美式反恐”藏不住的真相。

《经济参考报》9 月 10 日刊发署名

董希淼的文章《强化房地产金融监管

促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文章称，银保

监会官网日前公布的信息显示，实施房

地产金融强监管以来，监管机构完善房

地产金融监管机制，防范房地产贷款过

度集中，多个房地产融资指标呈下降态

势。截至 7 月末，房地产贷款增速创 8

年新低，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

8.7％，低于各项贷款增速3个百分点。

此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指出，加强和改进房地产市场

调控、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是防

止发生次生金融风险的重要方面。应

进一步坚持定位，有保有压，区别对

待，加强房地产市场风险防范，确保经

济金融大局稳定。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关键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稳定市场预期。去年以

来，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快速升温，少

数城市房地产量价齐升，出现过热倾

向。为此，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综合运用土地、金融、财税等

措施，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坚持“房

住不炒”定位不动摇。

实现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金融需要进一步摆正位置，有所为有

所不为，恰如其分地发挥其应有作

用。一方面，金融机构要严格落实房

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积极稳妥贯彻房

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和房地产企

业融资管理相关要求，抑制房地产企

业盲目扩张，逐步降低其对金融杠杆

的过度依赖。在具体工作中，应严把

风险关口，全面审查信贷资金流向，防

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对于房

地产企业，要加大审查力度，不向资质

不合格的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不为违反房地产行业政策的项目提供

通道或信用担保。对于个人用户，发

放的大额经营贷款、消费贷款需要客

户提供相关证明，严防通过消费贷款、

经营贷款、信用卡透支等方式将资金

违规转移至房地产市场。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优化房地

产金融业务结构，加大对住房租赁市

场的支持和服务力度。一是可与房地

产企业合作，通过签订租赁权转让协

议的方式将待售房源变成长租房源，

向符合条件的租赁用户发放租房贷

款；二是可与地方政府合作，在住房租

赁平台交易撮合、信用评价等各个环

节提供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三是

开发额度和利率适中的“租房分期”等

产品，通过信用卡等载体为客户直接

提供信贷支持。商业银行加快进入住

房租赁市场，探索住房租赁信贷新模

式，既可促进住房租赁金融朝着规模

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也有利于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形成。

不久前央行召开金融机构货币信

贷形势分析座谈会，强调要继续做好

跨周期设计，衔接好今年下半年和明

年上半年信贷工作。明年上半年计划

投放的部分贷款，或将提前到今年下

半年投放，以此对冲近期信贷增速下

滑趋势，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

性。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信贷政策要

继续坚持稳健的基调，在支持增长与

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平衡。特别是要加

强预期管理和引导，不向房地产市场

发出错误信号。此外，也要防止政策

调整误伤合理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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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以反恐之名，行反人权之实
——“9·11”二十周年系列评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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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房地产金融监管 促楼市平稳健康发展

“救”在身边

9 月 11 日是第 22 个“世界急

救日”，今年的主题为“做学校、社

区的急救英雄”。

“世界急救日”前夕，多地开

展了一系列急救知识进校园进社

区活动，上好生命“必修课”。

相关专家认为，提升全民急

救能力，还需多措并举普及急救

知识，增强全民急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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