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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藏祸心的“美式干涉”不会有结果
若论今年西方愚人节的“最佳愚人

奖”， 恐无出美国驻港总领事史墨客其
右者。 此君 4 月 1 日谬言“香港选举不
会产生有意义和民主的结果”， 实在是
滑天下之大稽。

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
的选举结什么样的果，应该是生活在这
座城市的香港市民说了算，岂容相隔万
里的美国置喙，遑论其派出事务机构的
一介政客。但就是这样一个本应专注于
提供签证及本国公民领事服务的机构，
却越来越成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介入
香港特区事务的“前台”。 然而，此种包
藏祸心的“美式干涉”注定不会有任何
结果。

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完善香港

特区选举制度，是宪制权力下的分内之
务，也是国际通例下的应允之举，更是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必要
措施。 史墨客以所谓“‘爱国者’定义候
选人令选举无公信力和广泛代表性”，
污蔑抹黑“爱国者治港”原则，暴露了美

国“无法再利用选举漏洞扶植乱港代理
人”的焦躁。

请问史墨客先生： 美国是否容许
“非爱国者”成为总统、议员、大法官甚
或公务员？您自己就职外交官时有无宣
誓效忠国家或宪法？ “勾结境外势力祸
乱美国者”能否执掌权柄？

公道自在人心。世界上还没有哪个
国家允许不爱国的人进入管治架构，更
不会容忍“叛国者”“通敌者”招摇过市。
对此，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的多款条文
都能予以佐证。 那么，美国揣着明白装
糊涂，所为哪般？ 不过是不甘心培养了
这么久的反中乱港分子无法再搞乱香

港特区、遏制中国发展。
以史墨客为代表的部分美国政客

口口声声关心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权，
甚至对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分子被依法

审判惺惺作态，却从不对因暴乱而失去
生命、受到伤害的港人表达关切，从不
对暴徒的打砸破坏、 暴力抗法表现愤
慨，从不对香港市民振兴经济、改善民

生的深层次诉求表示支持。这样的伪善
令人侧目。

这些美国政客还妄言“香港国安法
令社会充斥恐惧和压迫”， 却无视香港
国安法出台前后的社会乱治对比，仍极
力为反中乱港分子张目，妄图令其逃脱
法律制裁。他们称“修例风波”中的暴徒
为“和平示威者”，却给美国街头的抗议
者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他们指责香
港警察的隐忍克制是“暴力执法”，却纵
容本国警察或国民警卫队的武力与手

段； 他们诽谤香港独立的司法审判是
“白色恐怖”，却毫不手软地对闯入国会
山的示威者进行追捕和定罪。这样的双
标令人不齿。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在涉港
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和举措， 在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第 46 次会议期间得到了
白俄罗斯等 71 国发声支持。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 ，116 个国家的代表和
有关国际机构对美国人权状况进行了

评议， 对美国提出了 347 条人权改进

意见。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到底好不好？

最有发言权的香港市民给出了答案 ：
238 万多市民签名联署撑全国人大完
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民调显示
约七成市民认为完善选举制度增强了

港人对香港前景的信心……
在香港市民普遍希望通过“爱国者

治港” 选拔特区管治人才的强大民意
下，美国部分政客竟出言“以一切有效
手段回应”相威胁，其傲慢、霸道、无礼
的本性暴露无遗。当香港市民寄望于特
区在中央支持下实现发展、深层次问题
在社会安定中得以解决时，美国部分政
客竟恶语“香港竞争力降低”，其险恶用
心昭然若揭。

奉劝美方认清形势：以强权政治与
霸权主义为依托对中国内政和香港特

区事务横加干涉，只会激起包括香港同
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香港 4 月 5 日电）

“长赐号”货轮在苏伊士运河搁浅近一周后终于脱困，此次运河
堵塞事件引发各界反思———

全球海运“保供”如何降风险
搁浅的“长赐号”货船日前成功脱困

后，埃及苏伊士运河这一全球贸易要道终
于恢复畅通。 然而，大约一周断航造成的
全球海运积压，可能需要数月时间消化。

一船搁浅 ， 缘何导致全球供应链
“血栓”？ 背后存在哪些深层原因？ 如何
规避和缓解风险？ 运河堵塞事件引发各
界反思。

四大要道存隐患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货船可免绕行

好望角，节约近 9000 公里的海上行程。
不过这一运河航道相对较窄， 给巨型货
轮通行带来挑战。近年来，苏伊士运河发
生过多次船只堵塞航道的情况 。 2004
年，运河曾因油轮搁浅中断通行三天。

霍尔木兹海峡、 马六甲海峡和巴拿
马运河三条海运咽喉要道同样存在薄弱

环节。 中东形势不稳经常给多数海湾产
油国出口原油必经的霍尔木兹海峡蒙上

阴影，威胁油轮正常通行，影响全球原油

供应预期。
覆盖全球贸易量 40%的马六甲海峡

最窄处仅 2.8 公里， 每年都会发生船只
碰撞事故。此外，海盗活动也干扰船只正
常通行。

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

易受极端天气影响，2016 年中美洲地区
罕见干旱气候就曾迫使运河限流。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
统计数据显示， 全球货物贸易的 80%通
过海运实现， 特别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对海运依赖度甚至更高。 这些地理位置
关键、 薄弱环节明显的咽喉要道一旦出
现状况， 很可能再次出现类似此次货船
搁浅导致航道堵塞的“卡脖子”事件。

变量共振敲警钟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 此次苏伊士运
河航道堵塞造成如此广泛冲击， 深层原
因是全球供应链各类危机交织， 通过海
运薄弱环节集中爆发， 凸显全球供应链

弱点和海运痛点。
首先， 全球供应链接连出现产品紧

缺。以汽车芯片为例，新冠疫情期间芯片
生产商主动降低产量， 但后期汽车芯片
需求超预期反弹，造成供需失衡。美国南
部得克萨斯州 2 月遭遇极端天气， 当地
80%的化工生产线告急， 令全球石化供
应链陷入紧张。

其次， 全球供应链运输瓶颈不断显
现。在美国，疫情期间消费者线上购物需
求猛增。 2020 年 7 月起，美国主要港口
长滩港和洛杉矶港的月进出口货物总量

不断刷新建港 100 多年来的纪录， 并且
因进口大涨、 出口大降而造成大量空集
装箱积压港口；其他海运市场则“一箱难
求”，运费一涨再涨。

最后， 海运规模化发展也导致不少
隐患。 船舶越大，运输效率越高，一些货
船已能够一次运载 2 万个标准集装箱。
但这种巨型货船在通过狭窄的海运咽喉

要道时，难度也会成倍增加。

物流多元呼声起

如何确保物流运输顺畅、 降低供应
链风险？苏伊士运河堵塞引发各界讨论，
物流多元化探索受到关注。

以北极航道为代表的新兴海运线路

吸引力有所增加。 2020 年，途经北极航
道货物共有约 3300 万吨。 据估算，相比
途经苏伊士运河， 北极航道可使亚欧海
运贸易路程缩短 40%，大大节省成本。尽
管有专家质疑天气因素可能影响通行，
但作为海运备选方案， 北极航道正受到
全球物流企业重视。

加强现有海运体系的韧性越发受到

重视。贸发会议《2020 年海运评述》报告
认为，应搭建全球层面的应急协调机制，
提升航运风险管理能力和针对连锁冲击

的应急准备。
在海运价格暴涨背景下， 以中欧班

列为代表的陆路运输线路更显魅力。 英
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疫情期间，欧洲
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旺盛， 但海运屡屡
延期且价格不断上涨， 促使不少出口商
转向安全、稳定、畅通的中欧班列。

2020 年，中欧班列开行 12406 列，
同比增长 50%，首次突破“万列”大关，是
2016 年开行量的 7.3 倍。

新华社记者 徐超
（新华社北京电）

·国际观察·

新华社纽约 4 月 4 日电 （记者
刘亚南 ） 上万名示威者 4 日在美国纽
约市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 要求政
府采取措施打击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
和仇恨犯罪， 并呼吁亚裔团结起来捍
卫自身权益。

当日，亚裔维权大联盟联合约 200
个少数族裔社团在曼哈顿福利广场组
织集会并发表演讲， 随后游行队伍穿

过布鲁克林大桥， 来到布鲁克林的卡
德曼广场集合， 并在那里继续集会和
演讲。

亚裔维权大联盟总召集人陈善庄
在集会上表示，尽管过去 100 多年来亚
裔为美国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亚裔的权
益至今没有得到美国联邦政府重视。 他
表示，亚裔不是替罪的羔羊，“我们必须
行动起来和发声，让外界知道我们面对

歧视、仇恨、暴力时所承受的苦难！ ”
纽约华人侨团联合会主席牛红在

集会上表示：“希望所有的亚裔能够走
出来、站出来，为我们的权益发声。 ”牛
红说， 纽约华人侨团联合会当天也组
织多个社团参加集会和游行， 旨在表
明所有亚裔不再沉默， 要停止仇恨犯
罪和暴力。

美国暴发新冠疫情以来，针对亚裔

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不断升级。 仅过
去一周，纽约市就发生多起针对亚裔的
暴力和犯罪行为。 截至目前，有近 2000
名志愿者参加纽约市“安全步行”社团，
为亚裔出行提供陪护。

图为 4 月 4 日，在美国纽约布鲁克
林大桥，人们参加游行反对亚裔仇恨。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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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必须以自
身的稳健运行为前提。

多家上市银行披露的 2020 年年报显示， 面对疫情冲击
和经济下行的考验，2020 年银行业信贷风险有所上升，但总
体保持稳定。 面对未来的风险防控压力，加大不良贷款处置
力度、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优化信贷结构，是各家银行的共
同选择。

数据显示，2020 年，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不良贷款
率均出现小幅上升， 分别较上年末上升 0.15 个、0.17 个、0.09
个、0.14 个、0.20 个百分点。

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升有降。 民生银行不良贷款
率比上年末上升 0.26 个百分点。 光大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
行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略有下降。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我行不良贷款有所反弹，尤其是
海外机构受疫情冲击较大。 境内的新发生不良贷款，集中在
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 ”中国银行党委委员陈怀宇
表示。

建设银行首席风险官靳彦民表示，该行零售业务包括信
用卡的资产质量稳定，普惠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也较低，但基
础设施领域的不良贷款率略有上升。

面对信贷风险上升压力，各银行加大了应对力度。 工商
银行去年处置不良贷款 2176 亿元， 比上年增加 289 亿元；交
通银行去年处置不良贷款 829 亿元，同比多处置 196 亿元。

“这次疫情对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理而言是一次压力
测试，我们全面搭建了智能信用风险管控体系，严把‘入口、
闸口、出口’，严防资产风险累积扩大，确保风险可控。 ”工商
银行副行长王景武表示。

对于今年的信贷风险形势，银行高管普遍认为，尽管仍
面临一些挑战，但有信心确保风险总体可控。

年报显示，有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在去年第四季度已出现
环比下降态势，有的银行不良贷款的先行指标已有所好转。

“2020 年末，工行的逾期贷款、逾期贷款率、关注类贷款和关注类贷款率这四
个指标比年初均有下降，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的‘剪刀差’首次实现年度为负数，
这些前瞻性的指标持续向好，表明我行资产质量态势是向好的。 ”王景武说。

民生银行表示，该行对公不良贷款余额增长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采矿业。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这些行业将逐步回升，该行资
产质量也将趋于稳定。

为应对疫情影响，国家出台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从去年
三季度开始，工行的延期还本付息贷款办理量逐步下降，目前已基本恢复到疫情
前的水平。 截至 2020 年末，我行正常类公司延息贷款中很大部分已恢复至原有计
息方式，开始正常计息。 其余未恢复的，整体质量较好，风险可控。 ”王景武说。

招商银行首席风险官朱江涛表示，截至 2020 年末，招行仍处于延期还本付息
状态的贷款余额为 219.09 亿元，将对这部分贷款进行专门的台账管理、动态监测
以及差异化的拨备安排等，延期还本付息业务的资产质量是比较稳定的。

尽管风险总体可控，但压力犹存。 多家银行高管表示，由于经济下行在金融领
域的反映有一定时滞，以及疫情影响未完全消退，资产质量管理仍面临一定压力。

为此，各家银行一方面加快“清淤”，加大存量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一方面把
好准入关口，全面加强风险管控。

“我们将持续做好疫情影响客户的跟踪、监测与风险化解工作，对贷款金额较
大、风险能力较弱的客户做好前期纾困政策退出后的政策衔接，‘一户一策’制定
风险化解预案。 ”农业银行副行长张旭光表示。

“银行的资产质量，‘三分放、七分管’，我们将逐步完善贷后管理体系。 同时综
合运用各类风险处置的手段，加快存量市场风险的出清。 ”交通银行副行长殷久勇
表示。

优化信贷结构，既能确保信贷资金高效流入实体经济，也是防范风险的有效手
段。 多家银行表示，将把防范金融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持续优化
信贷结构，从源头上防控信贷风险。

“农行将继续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区域，主动调整产业、行业政策，把好贷款
准入环节，前移风险管控关口。 ”张旭光说。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吴雨 姚均芳 （新华社北京电）

■ 面对未来的风险防控压力， 加大不良贷款
处置力度、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优化信贷结构，
是各家银行的共同选择

■ 多家银行将把防范金融风险与服务实体经

济更好地结合起来，持续优化信贷结构，从源头
上防控信贷风险

面对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的考验，2020年银行
业信贷风险有所上升，但总体保持稳定———

纽约举行大型集会反对歧视和仇恨亚裔

王毅同日本外相通电话时表示

日本应以更积极心态看待中国发展
新华社北京 4 月 5 日电 4 月 5

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日本外
相茂木敏充通电话时表示，希望日方以
更积极的心态看待中国发展。

王毅说，中国的发展不但使中国人
民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也为促进地
区稳定和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实践证
明，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
长，是促进国际合作的有利因素，也是
日本经济长久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方始终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国
际义务，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坚定支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规则， 坚定支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
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不干涉别国
内政，也不允许他国干涉中国内政。 中
方维护的不仅是中国的主权权益，也是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王毅表示，某个超级大国的意志代

表不了国际社会，跟随这个超级大国的
少数国家也无权垄断多边规则。如果打
着多边主义幌子，热衷于搞集团政治或
大国对抗，甚至基于虚假信息对别国任
意实施单边非法制裁，世界就会倒退到
是非不分的丛林法则，这对广大中小国
家将是灾难，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也不
会答应。

王毅强调，中国应该怎么做，中国
人民才是主人翁 ， 才最有发言权 ，不
能任由某些外国的好恶来评判。 各国
都应首先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 ，都
有权利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 同时携手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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