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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通过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无视香港暴力犯罪分子造成的破坏，企图
以一国国内法干涉他国内政，既无视人权，更遑论
民主。这种蛮横的霸权干涉行径，暴露了美国一
些政客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
涉他国内政的真面目。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美国一些政客对完全属
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指手画脚，妄图以国内立
法的形式推行霸权主义，是赤裸裸地置国际道义
于不顾，必将为所有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的国际社会成员所不容。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必孤。在美国一些政客
眼里，政治偏见比法理重要，政治图谋比公理优
先。他们把在香港问题上的昏招，当成了围堵阻
遏中国发展的一张“好牌”，不惜撕下面具，孤注一
掷。他们将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的国际责任抛置脑后，把当年美国代表团在敦
巴顿橡树园里有关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慷慨陈词弃
置一旁。事实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
一面“照妖镜”，美国政客挑战国际公理和正义的
底线，无论其表演打着何种幌子，言辞如何包装，
都终将难掩其霸权嘴脸和险恶用心。

联合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核心，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在国际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中，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已经成为当代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世人所尊崇。现在全世界
都看清楚了，身为国会议员的美国一些政客，美化
暴力犯罪，公然背信弃义，无视国际公约的原则，
拿公开承诺当儿戏，既挑战了国际秩序，也带来了
极大的风险。正如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
库恩所言，美国国会这一法案对美国、中国乃至整
个世界都是有害的。

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肆意践踏，是发展之
灾，动乱之源，文明之殇。回顾历史，美国肆意干
涉他国内政劣迹斑斑，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深
受其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干涉他国内政
的恶劣行径损人害己。就在美国参议院通过该法
案后不久，香港美国商会即发表声明表达担忧，呼

吁美方认清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唯有“一国两制”，才能支撑起香港的自
由贸易和联通；唯有“一国两制”，才能使香港保持独特优势而屹立不败。

奉劝美国一些政客，别打错了算盘！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
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绝不会在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
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让步，也绝不容忍外部势力在香港问题上为所欲
为。美方任何企图干预中国内政、阻碍中国发展的把戏注定不会得逞，到头
来只会是枉费心机一场空。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近日，湖北宜昌市得心实用气体
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延忠通过网上金
融服务大厅“企贷通”平台申请 200
万元续贷，当日下午湖北银行客户经
理方超“接单”。随后，朱延忠成功提
款。如此便捷高效令朱延忠感叹，这
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如今，湖北宜昌
探索建设网上金融服务大厅，用政务
数据为企业“画像”增信，让银行实时
对接放贷，畅通银企对接渠道，创新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模式。小微企
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得到
缓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方
面难在小微企业“抵押难”，缺乏足够
抵押物、质押物，难以通过传统金融
产品获得融资；另一方面难在银行

“获客难”，难以从数量庞杂的小微企
业中识别诚实守信、踏实做事的企
业。对此，宜昌网上金融服务大厅探
索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针对“抵押难”，宜昌通过内外部
数据的挖掘与整合，围绕涉企信息化

关键点发力，打通大数据“肠梗阻”，
不仅率先实现工商、人社、民政、公安
等 32 家单位、60 余亿条数据归集，
更突破性地将电力、税务相关信息接
入网上金融服务大厅平台。“利用平
台强大的政务数据整合能力，形成包
含工商、股权、行政处罚、司法诉讼等
信息的企业信用报告，帮助银行精准
分析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和信用状况，
降低了对抵押担保的依赖，让银行敢
贷款、能贷款、收得回。”宜昌市金融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银行“获客难”，宜昌设置融
资申请平台，企业在线申请，填写需
求信息，银行实时接单，根据企业需
求推荐相关融资产品。“在后台可以
明确看到客户需求，改变了银行过去
上门拜访、打电话等传统获客方式，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功率。”建行三
峡分行副行长刘晖说，平台有效解决
了银企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小微企业之所以融资贵，主要是
因为银行服务成本高、风险大。而线

上快贷模式，省去了许多人工环节，
不仅降低了经营成本，也通过智能风
控降低了风险，大幅减少了坏账损
失。同时，基于平台强大的数据整合，
对企业的评价方式由人为判断转变
为基于数据分析的科学判断，客观性
和科学性大大增强。建行湖北分行介
绍，该行“小微快贷”不良率一直稳定
在较低水平，目前不良率 0.62%，远
低于各类贷款的平均水平。如此一
来，在降低成本、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小微企业融资贵也明显缓解。

大数据带来的安全感，不仅让
银行受益。“有大数据作为支撑，这
让我们比过去敢担保了。”宜昌市中
小企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周
菊芝说，过去担保公司只能通过征
信报告和固定资产评判贷款人的偿
还能力，如今通过网上金融服务大
厅的各项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判
断对方的实际能力，降低了担保公
司的风险。

宜昌奈克斯汽车商贸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文龙做二手车生意，因现金
收车，资金压力大。近期他和公司另
两名合伙人通过网上金融服务大厅
申报了45万元创业担保贷款，从提交
申请到银行完成授信仅用了 1 天时
间。按程序完成公示后，刘文龙1周
内拿到了贷款。“线下办理需要45天
到60天，这么快就融到资，极大地缓
解了我们资金周转的压力。”

此外，宜昌网上金融服务大厅还
在探索实施线上抵押、线上公证等业
务，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帮助
银行减少风险，降低不良贷款率。

自今年2月上线试运行以来，宜
昌网上金融服务大厅已有19家金融
机构的 26 项金融产品实现静态展
示，9 家银行和 1 家担保公司的 7 个
信贷产品、1个担保产品实现线上直
连直通办理。截至10月14日，通过
网上金融服务大厅有效申请融资贷
款的达到 1.56 万人（户）次、授信
3655 人（户）、4.28 亿元，放款 2171
人（户）、2.46亿元。

200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制
定了振兴战略的各项方针政策，吹响
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角。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新中
国工业的摇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性、结构
性矛盾日益显现，进一步发展面临着
许多困难和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改革和发展。
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支持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
造”。200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下发关于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战略的若干意见，标志
这一战略正式实施。12 月，国务院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
组成立。

此后，中央先后在东北地区实行
了一系列促进振兴的优惠政策，振兴

战略得到进一步展开。
经过努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振兴战略取得初步成效。一批重
大项目顺利实施，一批重点老企业的
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资源开发
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日益
形成。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
企业改制改组步伐逐步加快。东北
地区开始呈现出差异化发展、协作分
工的良性态势。

在此基础上，2007年8月，经国

务院批复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发
布，提出经过 10 年到 15 年的努力，
实现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是着
眼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全
局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中央继建设
沿海经济特区、开发浦东新区和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加快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项重大战略
决策。

（新华社电）

振 兴 东 北 老 工 业 基 地

创新金融服务模式，畅通银企对接渠道——

湖北宜昌用大数据为企业“画像”增信

□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周燕琼

11月22日，山东省广饶县
花官镇温楼村农丰蔬菜合作社
建设的温室大棚初具规模。过
去，这里是一片盐碱地。今年
以来，温楼村党支部积极探索
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
土地流转实施集中连片式综合
治理改造，建成10个高标准种
植大棚，种植生菜、辣椒、橄榄、
葡萄等，并发展集采摘、体验、
游玩于一体的现代休闲农业，
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向“村
庄美、产业兴、农民富、环境优”
目标迈进。

李 晓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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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报道：“三
区三州”深度贫困县甘肃临夏回族自
治州东乡县，紧盯“两不愁、三保障”
目标任务和脱贫时限，坚持脱贫攻坚
帮扶力量向深度贫困村聚焦，优势帮
扶资源向深度贫困村倾斜，创新基层
管理体系，实行双线管理机制，推行
村长、社长、联户长包村包社联户“三
长”责任制，抽调 1800 多名机关单
位干部，充实到全县各乡镇驻村包
社联户，压实“县抓落实、乡村抓具
体”工作责任，确保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

东乡县县级领导每人包抓 2 个
村，县直及驻东乡县各单位主要负责
人包抓1个村，其余村由乡镇党委书
记、人大主席、乡镇长包抓当“村长”，
实现全县24个乡镇的215个行政村

（14个小城镇村除外）全覆盖。“村长”
对所包村脱贫攻坚工作负责到底，县

不摘帽、村不退出、户不脱贫、国家和
省上验收不完毕，包村责任人不退
出、不更换，指导督促村上各项工作
开展。

同时，县直机关单位抽调干部会
同 1000 多名乡村干部，包抓全县
215 个行政村、1760 个社。30 户以
下的社由 1 名干部包抓、30 户至 60
户的社由 2 名干部包抓、60 户以上
的社由3名干部包抓当“社长”，县直
单位抽调干部和乡镇干部每人联系
30户当“联户长”。包社联户干部脱
离原工作岗位，吃住在村，全面负责
所包社惠民政策宣传、项目实施监
督、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全力推动

“一户一策”动态运转、落实帮扶措
施、发展生产等重点任务。

针对全县干部层面存在项目管
理不规范、政策理解不透彻等问题，
集中利用16天时间对县委县政府班
子成员、乡镇党政班子成员、县直部
门主要负责人、重点项目单位班子成
员等 250 多名干部举办项目建设管
理、脱贫攻坚政策、扶贫资金监管、基

层党建、党风廉政建设等5个方面的
夜校能力培训班，晚上集中利用3个
小时，邀请省州专家授课，组织研讨
交流、分组讨论，加深政策理解，培训
结束后进行闭卷考试，对考试不合格
的培训至考试合格为止。各乡镇、县
直部门单位同步开展全覆盖式干部
能力培训，提升干部队伍抓脱贫攻坚
的能力水平。

对选派干部实行“双线三级”管
理负责制，干部从派出之日起由乡镇
负责日常考勤和具体工作，解决包社
干部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与乡镇
干部同管理、同使用、同对待，按照政
策规定发放乡镇津贴。坚持“注重从
基层一线、脱贫攻坚主战场每半年提
拔重用一批干部”的鲜明导向，对在
脱贫攻坚一线实绩突出、群众公认
的选派干部，在选拔任用、职级晋
升、岗位聘用、职称评审时优先考
虑，积极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奋发作
为，大力营造干事创业、攻坚脱贫的
浓厚氛围。

通过细化责任抓落实等措施，抽

调干部迅速进村进社开展工作，全力
推进“3+1+1”清零行动、“一户一策”
帮扶计划完善落实等工作。所有抽
调人员进一步转变作风，深入田间地
头、走进农家院落，不分昼夜落实住
房、饮水、户籍等核查清零任务，在建
立工作台账、完善软件资料、督促加
快工程进度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全县人饮清零行动已开挖管道
1019 公里、埋设自来水管道 804 公
里，解决供水不稳定11085户、新入
户 2943 户；存量危房开工 1413 户、
开工率 54.3%，竣工 574 户、竣工率
15.7%，易地搬迁入住和拆旧排危正
在全力推进当中；认定牛羊产业发展
达 标 户 4866 户 、落 实 奖 补 资 金
2779.8 万元、贴息贷款 699 万元；持
续推进控辍保学工作，采取联户责任
人全程跟进的方式，督促所有初中毕
业生参加中考，联合州县职校开设

“职普班”；全面落实医疗保障政策，
地毯式排查推进村卫生室达标、慢病
卡办理、大病医疗救助、合作医疗和
养老保险参保等清零工作。

甘肃东乡：

“ 三 长 ”责 任 制 聚 力 攻 深 贫

近日，随着一股较强冷空气东
移南下，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大跳
水”，出现6摄氏度至10摄氏度，局
地12摄氏度降温天气，中央气象台
连续发布寒潮预警。本轮强冷空气
的特点、影响和未来发展趋势如
何？记者采访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马学款。

据了解，本轮较强冷空气从11
月21日开始影响新疆北部地区，在
22日到23日主要影响内蒙古中西
部和西北地区东部，并于23日夜间
开始逐渐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预
计 24 日至 25 日，这股冷空气将给
我国东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其
以南大部地区带来 6 摄氏度至 10
摄氏度的降温，局地12摄氏度以上
降温影响。

气象部门预计，本轮较强冷空气
影响时段主要集中在24日至25日，
并持续至26日早晨。其中，中东部
地区最低气温出现在25日夜间至26
日早晨，届时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秦
岭到黄淮一带，26日至27日最高气
温10摄氏度线将南至湖南、贵州中
南部到江西、浙江中北部一线。从
26日白天开始，除华南外，全国大部
分地方气温将逐渐回升。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24日至
25日西南地区东部有小到中雨，局
地大雨。

马学款介绍，本轮冷空气属于西
北路径，是由西伯利亚地区高空横槽
转竖，引导地面堆积的冷空气东移南
下，经内蒙古到达长江中下游及南方

地区。本轮较强冷空气特点是影响
范围大、降温幅度大，气温波动比较
剧烈并伴随大风，其中部分地区降温
10摄氏度以上，局地超12摄氏度至
14摄氏度。在降水方面，伴随较强
冷空气东移南下，大部地区有弱雨雪
天气过程，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东
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中西部，有利
于缓解江汉、江淮等地气象干旱。

在近期几次冷空气的轮番影响
下，我国气温和降水情况较历史同
期相比怎样？马学款告诉记者，冷
空气活动方面，从近30天的全国气
温距平来看，除了东北地区中北部、
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地区气温接近
常年外，其余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
比常年偏高。降水方面，近30天华
北南部及以南大部地区的降水比常
年同期要明显偏少。东北、西北地
区东部降水比常年同期偏多。

气象专家提醒，冷空气入侵主
要影响是降温和大风。本轮冷空
气天气过程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剧
烈波动，部分地区阵风风力较大，
公众要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和
心脑血管等疾病。外出还应注意
大风天气下不要在户外广告牌、临
时搭建物下逗留，相关部门应妥善
处理易受大风影响的户外设施。

农业方面，气温波动下降利于
北方冬小麦进一步增强抗寒能力，
但大风降温对北方设施农业和畜
牧业不利。长江中下游旱区将有
弱降水过程，利于改善墒情和作物
幼苗生长，但雨量仍较常年偏少。

中东部气温“大跳水”
本报记者 郭静原

近年来，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白山路街道集贤社区在老旧小区积极
开展“五好小区”创建活动，先后投入800多万元，开展居民楼主体保暖施
工、楼道维修等，并为小区修建花坛，增设体育设施和座椅。如今，辖区内
老旧小区环境焕然一新，得到居民好评。图为社区干部（右）走访了解居
民需求。 李明霖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