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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中国
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
的社会活动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
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
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
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

常务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
会名誉副主席孙孚凌同志的遗体，24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孙孚凌同志因病于2018年5月18
日13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孙孚凌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
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形式对孙孚凌同志逝世表示沉痛
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4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
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
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

孙孚凌同志”，横幅下方是孙孚凌同
志的遗像。孙孚凌同志的遗体安卧
在鲜花翠柏丛中。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栗
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
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孙孚凌同志的
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孙孚凌同志的遗

体三鞠躬，并与孙孚凌同志亲属一
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
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孙
孚凌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
前往送别。

孙孚凌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孙孚凌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孙孚凌同志逝世表
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长沙5月 24日电（记者柳王敏）
向警予（1895－1928），原名向俊贤，女，湖南溆浦
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
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
运动的先驱。

1912年，向警予以优秀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
一女子师范学校，她将名字改为向警予，在这里认
识了蔡畅，并通过她结识了蔡和森和毛泽东。

1919年秋，向警予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
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同年12月，向警予和
蔡和森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她积极参加工人运动
实践，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成长为共产主
义战士，坚定地支持蔡和森的建党主张，共同的理
想信念使向警予和蔡和森产生了爱情，1920年他
们在法国蒙达尼举行了婚礼。

1922年初向警予回国后正式办理了入党手
续，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在妇
女解放运动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5
年5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主任，并增选为第四届
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

1925年10月，向警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
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年4月回国。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
不幸被捕。敌人对她实施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
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严守共产党员的操守，表
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崇高品格。5月1日，
在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向警予被押赴刑
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时年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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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妇女领袖”——向警予

借款3万元一年“滚”成800万元！ 套路深

记者调查发现，向“套路贷”借
款的主要是急需用钱又无法从银行
贷到款的一部分人群，或者涉世不
深、对“套路贷”知之甚少的年轻
人。他们大都深信自己能及时将钱
还上，却不知早已陷入“套路贷”团
伙一环一环的圈套中。

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
有关办案人员介绍，这类案件办理
有三难，一是“套路贷”公司主要负
责人犯罪故意认定难，他们一般不
会直接参与放贷后的暴力催收、敲
诈勒索等行为；二是敲诈勒索罪名

认定难，“套路贷”公司有合同在手，
受害人却是口说无凭；三是一些“套
路贷”公司擅于使用软暴力，非法拘
禁等罪名认定难。

“‘套路贷’的可怕之处在于，
犯罪嫌疑人善于利用法律规则制
造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杭州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贾勤敏说，

“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受害人往往
拿不出被套路的证据。当被‘套路
贷’团伙起诉后，受害人不一定能
得到法律支持。”

法律人士建议，司法机关应对

“套路贷”罪名适用、定罪数额、共
同犯罪认定、跨区域管辖等问题进
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多地办案
人员认为，一方面对“套路贷”要严
厉打击，另一方面应在规范民间借
贷行为的同时改进金融服务，鼓励
正规金融机构开发面向不同群体
的信贷产品，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此外，要广泛宣传“套路贷”的危
害、作案手法，让广大群众有防范
意识，避免被“套路”。

（新华社南京5月24日电 记者
朱国亮 方列 唐弢 孙亮全）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套路贷”
形式不同，套路繁多，但万变不离其
宗，其套路主要有以下几步：

——签订虚高借款合同，制造
虚假银行流水。合同上写明的借款
数远高于实际借款数，承诺只要按
期还款，虚高部分不需要偿还。在
实际操作中，这部分虚高的费用确
实会打到借款人的银行卡上，为后
期索取债务留下银行流水凭证。只
是这部分现金提取出来后，会被债
主立即取回。

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分局侦破
的一起案件中，市民林某在一家中
介公司贷款45万元，合同上却写明
贷款90万元。中介公司给林某银
行卡汇款90万元，到账后马上收走
45万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如按
期还息还款，就不用偿还这45万
元。中介公司还以手续费、签字费
等名义收取110900 元，林某实际

到手 339100 元。各种套路下，林
某最终没能如期还息，债务由45万
元变成 90 万元，另外还要承担
3.8％的月息。

——“被违约”控制受害人，
借新还旧层层加码。与正规民间
借贷不同，“套路贷”不喜欢贷款
人提前或按时还贷。如果贷款人
要提前或按时还贷，借贷公司会
通过各种手段让贷款人无法按时
还贷。“被违约”后，之前在合同中
埋下的各种套路就会启用，如收
取高额违约金、拖车费、误工费
等，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让贷款
人向关联公司借新债还旧债，不
断推高贷款额度。

杭州市民王某就是这样被套路
的。2016年10月，王某为朋友担保
贷款2万元，签合同时虚增至4万
元。后朋友突然失联，“被违约”后，
王某只得听从借贷公司安排，向另

一家借贷公司借款4万元，这次合
同借款又虚高至6万元。不久后又
再次“被违约”，不得已再向其他公
司借贷。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债务
从4万元“滚”到140万元。

——软硬兼施索要债务，借助
诉讼侵占财产。在催讨债务过程
中，“套路贷”公司常会采取暴力或
软暴力手段，如非法拘禁、跟踪盯
梢、滋扰亲属、强扣车辆等，有的甚
至会以之前制造的假合同、假流水，
通过诉讼、财产保全等司法手段侵
占受害人财产。

在山西运城公安破获的微贷
网公司一案中，6名受害人均被以
违约之名强扣车辆。在杭州公安
查获的一些案件中，一些“套路贷”
公司还成立所谓的“法务组”，专门
负责暴力催收。有公司甚至在受
害人签完合同、贷款尚未到手，就
认定其“违约”，并强扣车辆。

2016年8月初，在杭州做服装生意
的郑女士因急需用钱，经中介介绍，向
一“寄卖行”老板借款3万元，之后不断

“被违约”，被迫反复借新债还旧债，一
年后郑女士3万元借款竟“滚”成了800
万元。这是杭州公安机关侦破的一起
典型“套路贷”案例。

所谓“套路贷”，是犯罪嫌疑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以违约金、保证金等各
种名目骗取受害人签订不利于受害人
的借款合同，再以各种方式让受害人违
约，最终侵吞受害人财产。

近期，多地公安机关对“套路贷”展
开严厉打击。在浙江，仅杭州一地，就
抓获涉黑“套路贷”涉案人员300余名；
在山西，运城市公安局一次收网行动就
打掉26家涉嫌“套路贷”的“车贷”“网
贷”“信用贷”公司；在江苏，南京、无锡
公安相继披露系列涉黑“套路贷”案，涉
案金额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套路贷”

犯罪组织化程度高，大多是公司化运营；
组织或参与者熟悉相关金融业务和法律
知识，擅于钻法律空子；与黑恶势力关联
密切，在催收中常使用暴力或软暴力；迷
惑性强，一些受害者进入圈套尚不自知；
资金来源多样，有的来自银行贷款，有的
私下募集，也有一部分是自有资金。

“落入‘套路贷’陷阱，往往会被逼
卖房卖车，甚至可能面临家破人亡的悲
惨境遇。”朗盈律师事务所主任沈玉宇
说，“‘套路贷’虽披着民间借贷的外衣，
但与正规民间借贷有本质区别，是以借
款为名行非法占有受害人财物之实，实
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最近，四部门下发的《关于规范民
间借贷行为 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
事项的通知》指出了“套路贷”的危害，
并明确规定，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
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
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

借款3万元，被各种套路，一年后竟“滚”成800万元！最近，各地频频曝出“套路贷”案件，引发社会关注。
近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四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规范民间借贷。多地公安机关开始严厉打击“套路

贷”，抓获大量涉案人员，涉案金额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套路贷”为何能屡屡成功“套路”？

扰乱金融和社会秩序 多地严打“套路贷” 借新还旧层层加码 软硬兼施索要债务

受害者举证难维权难 应规范民间借贷开发更多金融产品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于佳欣）针
对欧委会24日发布公告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热
轧钢板桩发起反倾销调查，商务部有关负责人24
日发表谈话，希望欧盟认真评估其整体利益，慎重
采取相关限制措施。

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表示，近年来欧盟
已连续对中国多种钢铁产品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
施，今年3月欧盟又对进口钢铁产品发起全球保障
措施调查，实际上对欧盟钢铁产业形成过度保护，不
利于欧盟钢铁产业的长远发展和升级，也损害了欧
盟钢铁用户的利益，严重干扰了中欧钢铁正常贸易。

王贺军强调，解决钢铁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各
国共同行动，使全球经济尽快走上稳定发展的道
路，轻率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欧盟对我钢铁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商务部：望欧方慎重
采取相关限制措施

据新华社南京5月24日电（记者王珏玢）记
者24日从中国电科14所获悉，由该所牵头研制
的华睿2号DSP芯片日前顺利通过“核高基”课题
验收，即将进入全面应用阶段。

据悉，此次通过“核高基”验收的华睿2号DSP
芯片为全自主设计。DSP芯片又称数字信号处理
器，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微处理器，可以用来快速
实现各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核高基”（即核心电子
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是与载人航
天、探月工程等并列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而
DSP芯片研制，正是高端芯片研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将研发力量投入下一代拥有万亿次运算
能力、支持人工智能的华睿3号高端DSP芯片研
制。力争到‘十三五’末期，将我国高端芯片研制推升
至更高水平。”１４所信号处理芯片首席专家李明说。

全国产芯片华睿2号
通过“核高基”验收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年

集装箱船在青岛港全自动化
集装箱码头靠泊作业（2017年5
月10日摄）。青岛港全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是我国完全自主创新并
设计建设的亚洲首个、全球领先
的全自动化码头。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
国家强，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
放40年，我国全面深化科技改革
蹄疾步稳，科技体制改革谱写出
“多重奏”“交响乐”，改革释放出
的新动能和新活力不断迸发涌
流。近年来，“天眼”探空、神舟飞
天、墨子“传信”、高铁奔驰、北斗
组网、超算“发威”、大飞机首飞
……厚积薄发的中国科技交出了
让世界瞩目的答卷。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从“第一生产力”
到“第一动力”——

厚积薄发的
中国科技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闫子敏）针
对美方以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为由取消邀请中方参
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4
日表示，中方在自身领土上开展正常建设活动，进
行正常军事训练，这是主权国家固有的权利，拿一
两个交流项目试图胁迫中方放弃自己固有的权
利，是不现实的，只能是徒劳的。

“美方试图把邀请不邀请参加军演和美方提
出来的所谓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挂钩。我在这儿必
须严肃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
无可争辩的主权。”陆慷说。

美取消邀请中方参加环太军演

外交部：胁迫中方
放弃固有权利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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