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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证遗失声明
八所海关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持
有的《东方市建设委员会宅基地使
用证》（证号：东建证字364号）国

海云胶鞋厂宿舍区改造项目公告
海云胶鞋厂宿舍区改造项目已启
动，我司是改造项目建设的主体，
请原海南省农垦海云胶鞋厂1997
年11月20日破产清算时劳动关系
清查登记在册的职工，仍未向我司
提供本人相关材料的，在公告发布
之日起至2022年12月9日止，尽
快与我司联系，逾期不予受理，视
为放弃申请安置资格。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8925383

海南金岭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日

●符献宁遗失三亚市渔政渔港监
督管理处核发的海洋渔业职务船
员 机 驾 长 证 书 ，证 书 号 码 ：
460200196811091669，声 明 作
废。
●琼海万泉辉勇建筑工程部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文昌抱罗泰便利商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51052273，声明作废。
●海南亚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 黎 道 福（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0195806201818）、黎德成
（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3198501161512）因保管不
慎遗失土地证，证号：N15083，土
地面积：243.65m2，特声明作废。
●三亚凤凰美丽大酒店遗失三亚
农商银行预留的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出租人：张琼花，承租人：龙玲遗
失坐落于敬贤路5号水滨花园4号
楼 105 房房屋租赁证，证号：
2022-58044，声明作废。
●定安健壮林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同欣铝合金电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

A5TX920X3）遗失公章、财务章

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赵志明遗失海口绿地鸿翔置业

有限公司绿地城项目收据一张，金

额：20000元，收据编号：0000087，

开具时间：2014年5月23日，声明

作废。

●文昌市南阳中心小学食堂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34690051517447，声明作

废。

●陵水三才水发商行不慎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编 号 ：

JY14690282056993，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玉妹鲜鱼汤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

号：JY24690281156497，声明作

废。

●杨昌奎遗失坐落于乐东县黄流

镇黄中管区内的国有土地证，证号

为：黄流国用（94）字第44号，特此

声明作废。

● 杨 永 龙 ，身 份 证 号 码 ：
612132196804014010，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T060433的
会员卡遗失，声明作废。●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工会
公章未备案，声明作废。●海南跃欣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MA5T1XER8J）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西城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MA5RCUF701）遗 失
财务专用章和（秦晓锋）法人章，声
明作废。
●海南星润食客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394296333D）因财务章
不符合公司要求，声明作废。
●许浩琳不慎遗失税务检查证，证
号：琼税征 460108190266，现声
明作废。
●海南中鑫业食品包装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3959701319）遗 失 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永恒之鑫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海口昕合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10057309784X

R）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2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80

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电话：陈国丽19989873937。

减资公告
海南湘中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3

99798949D）经公司股东会议决

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170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6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

告。电话：王宏军19989873937。

有土地证。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申请补发，现声明该国有土地证作
废。如有异议者，请自公告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送达东
方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告期满
无异议，东方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
核准登记，并重新补发新的不动产
权证书，原有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单位：八所海关
2022年10月31日

●海南赛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QK1G68）遗 失
财务专用章、（邓荣）法人私章，声
明作废。
●李孙达遗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核发的远洋渔业职务船员一级船
副 证 书 ， 证 书 号 码 ：
332627196212275969，声 明 作
废。
●赵丽琼遗失三亚市渔政渔港监
督管理处核发的海洋渔业职务船
员 机 驾 长 证 书 ，证 书 号 码 ：
4602001972061316XX，声 明 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撤销授权委托声明
本人张琪悦（曾用名：张海莲）决定
解除本人于2015年6月26日出具
的关于委托韩琼（身份证号：
4601001**008082737）的授权委
托书，撤销、终止该《委托书》赋予
韩琼处理本人名下位于海南省海
口市龙华区水仙路3号海口·达嘉
豪园2号商住楼9层902房的一切
授权事项、权限和权力。本声明自
刊登之日起生效。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琪悦（曾用名：张海莲）
身份证号：460004198111120249。

2022年11月2日

房屋买卖声明
赵国军（身份证号码：2303211***
***0016）及其配偶已经于2022年
10月31日将位于澄迈县老城镇园
丁园教职工住宅4A-902房（备案
号：A1961）售卖给陈丽芬（身份证
号：4600021******412X）及其配
偶，特此声明。 声明人：赵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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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代理长久未解决的执行疑难案件

房产民事案件15595697602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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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22〕15号

根据2022年10月24日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出具的《关于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规HT13-08-01、
HT13-08-02地块招商情况及竞买资格条件的复函》（三服园管函
〔2022〕174号），确定该宗地投资强度指标为900万元/亩，年度产值
指标为400万元/亩，年度税收由园区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确定，其中
税收指标已经第20次省招商工作联席会议备案。以上出让控制指
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具体内容以
该宗地《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为准。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的〔2022〕83号（01）市长办公会议纪
要精神及三亚市投资促进局出具的《关于明确我市近期拟出让用地
上拟建项目招商引资有关情况的复函》（三投促函〔2022〕217号），该
地块拟建设具有重大产业带动作用的产业项目，且该项目已纳入《三
亚市2022年市领导联系重点推进项目工作方案》（三投办〔2022〕3
号）重点项目，项目用地可按照《三亚市产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
系数表》相关成果开展地价评估工作，给予产业地价优惠。

该宗地适用三亚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4月19日公布实施的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编制成果及于2022年2
月23日公布实施的《三亚市产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系数表》编

制成果。结合该宗地所在区位、土地用途及自持情况，本次拟出让宗
地所在海棠湾片区医疗卫生用地基准楼面地价为1830元/建筑m2，
土地单价为122万元/亩（设定容积率为1.0）。

根据有资质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并经评估专家小组评审
通过，该宗地土地评估总价为 15938.7067 万元。其中：1. 控规
HT13-08-01地块土地评估单价为1884元/m2（折合125.60万元/
亩），土地评估价为9948.6108万元。2.控规HT13-08-02地块土地
评估单价为 1867 元/m2（折合 124.47 万元/亩），土地评估价为
5990.0959万元。

该宗地在办理农用地转用及征收手续时，涉及耕地开垦费和耕
地占用税合计2741.9010万元。

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耕地开垦费和耕地占用税合计
18680.6077万元。因此，确定以18681万元作为该宗地挂牌出让起
始价。

（二）开发建设要求
1.竞买人须在竞买初审前与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

会对接，完全知晓该宗地《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
容。同时，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

与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2.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
及时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
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
地使用权。

3.该宗地项目建设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装配率不得低
于50%，且需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具体按照三亚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要求执行）。

4.根据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关于三亚海棠湾
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规HT13-08-01、HT13-08-02地块招商情况
及竞买资格条件的复函》（三服园管函〔2022〕174号），该地块拟建设
项目自持比例为100%。

5.根据2022年2月23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的《三亚市产
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系数表》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经批准适
用了《三亚市产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系数表》的产业项目用地
……。如经各产业主管部门或园区主管部门考核未能达到《海南省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即“对赌协议”）约定的出让控制指
标及项目开发建设要求，则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按照出让时的土
地市场价值（即未适用产业地价优惠的土地价值）补交地价款。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范围：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
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
片区产业规划发展的要求，该宗地拟建设综合医院项目，竞买人或其
关联企业须具有500床及以上综合医院的运营经验超过3年。同时，
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严格按
照规划的相关要求进行开发建设。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现代
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初审。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
让挂牌：

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

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保证金及付款方式：根据2021年2月17日三亚市人民政

府对《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调整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竞买保证金缴交比例、土地出让金缴纳额度及缴款时间等有关
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精神，该宗地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11209万元整
（即挂牌出让起始价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
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具
初审文件的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25日。

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竞买

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竞得人应自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缴纳完全部土
地出让金。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有权
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根据2022年9月29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印发的《关于
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精神，该宗
地可采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22年 11月 2 日至2022年 11月 30日
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
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
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 11月 30日16时30分。

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 11月 30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
加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
2022年 11月 22 日 9 时00分至2022年 12月 2 日 9时 0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
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

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
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

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
竞得人。

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
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

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
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含耕地占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
（八）其他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

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1日

控规
编号

HT13-08-01

HT13-08-02
合计

备注：1.控规HT13-08-01地块建设停车位315个；2.控规HT13-08-02地块建设停车位150个。

土地面积
（m2）

52805.79

32084.07
84889.86

用地规划性质

医院用地（用地代
码：080601）

/

土地
用途

医疗卫生
用地

/

使用
年限
（年）

50

/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5
≤1.2
/

建筑
限高
（m）

≤25
/

建筑
密度
（%）

≤30
/

绿地率
（%）

≥40
/

评估单价
（元/m2）

1884

1867
/

评估总价
（万元）

9948.6108

5990.0959
15938.7067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挂牌出让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规HT13-08-01和HT13-08-0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
事项的批复》（三府函〔2022〕910号）精神，经市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规HT13-08-01和HT13-08-02地块，面积84889.86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

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具体情况如下：1.控规HT13-08-01地块，面积52805.79平方米。2.控规HT13-08-02地块，面积32084.07
平方米。经核查《三亚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省政府同意入库版），该宗地用地规划性质为旅游建设用地。同时，经核查《三亚
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医院用地（用地代码：080601），对应土地用途为医疗卫生用地。

2022年5月12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规HT13-08-01、HT13-08-02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
让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HT13-08-01和HT13-08-02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
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海棠区人
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
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经我局核查，该宗地不属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
置到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

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民主党人资助对手共和党竞选
人参加党内角逐，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
比其他共和党人在两党对决中更容易被
自己击败；

——非洲裔居民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的亚拉巴马州划分国会选区，7个选区
中只有1个是非洲裔占多数；

——共和党主政州把“移民大巴”源
源不断送入民主党主政城市，华盛顿特
区、纽约市等地不得不进入紧急状态；

——前总统特朗普被联邦调查局突
袭“搜家”；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丈
夫在家中遇袭受伤；

……
这些都是美国这个中期选举年的真

实景象。
美国长期自我标榜所谓“自由选

举”：“民主政治的精髓”“人人有权参选”
“一人一票”……然而，真相并非如此。

一幕幕闹剧，一番番算计，凡此种
种，让美国作家马克·吐温1870年发表
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中的戏剧性场面
在今天的美国更加不足为奇。

150多年过去，美国“民主假面”之
下，金钱与权力的丑陋游戏愈演愈烈。

党争丑态——
“我们这是在玩火”

“我要给他寄张感谢卡。”宾夕法尼
亚州持右翼激进立场的共和党人道格·
马斯特里亚诺今年早些时候在赢得本党
州长候选人提名后，公开感谢民主党州
长候选人乔希·夏皮罗主动替他打广告。

这正是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竞选中的
怪象：民主党人花费巨资给共和党竞选人
打竞选广告。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科
罗拉多、伊利诺伊、马里兰等至少9个州，

民主党人已花费5300多万美元来支持立
场更激进、也因此在本州最后的两党对决
中可能更易被击败的共和党竞选人。

“我们这是在玩火……”前国会众议
院民主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对此批
评说。

这只是美国选举乱象的冰山一角。
今年9月中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家门外聚集了从南
部边境运来的近百名移民，他们抱着枕
头、席地而坐。几个月来，得克萨斯、亚
利桑那、佛罗里达等州的共和党籍州长
将数以万计非法入境的移民用大巴或飞
机送到东北部一些民主党主政的城市，
目的是通过炒作移民问题来攻击民主
党，以提升共和党支持率。

2021年1月美国国会山骚乱至今余
波未平。围绕国会山骚乱调查，民主、共
和两党在一场场听证会上大打“口水
仗”。与此同时，特朗普被“搜家”进一步
加剧了社会分裂，甚至引发针对联邦调
查局的暴力事件，“内战”论调甚嚣尘
上。政客们不惜撕裂国家也要卖力表
演，其实都是为了在选举中获利。

10月28日，就在中期选举投票日临
近之际，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在家中
遭到暴力袭击。民主、共和两党人士围绕
肇事者的身份和目的互相激烈指责。

至于两党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攻讦、
抹黑，更是屡见不鲜。在最近举行的俄
亥俄州联邦参议员竞选电视辩论中，两
名候选人恶语相向，互斥对方是“马屁
精”，场面十分不堪。在佐治亚州联邦参

议员竞选中，民主党阵营则集中攻击共
和党候选人的私生活问题。

无尽的党争令美国政治陷入巨大的
内耗，美国民众对华盛顿政治圈日渐失
望、愤怒，对美国民主失去信心的人也越
来越多。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今年8月
底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近七成美
国人认为美国民主“面临崩溃风险”。美
国全国广播公司今年10月的民调显示，
八成美国选民认为，两党无休止的恶斗
将摧毁整个国家。

制度不公——
普通选民“影响几乎为零”

“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是不公平的。”《纽
约时报》曾这样对美国选举制度作出论断。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美国宪法创立
者宣扬的“人民”，还是《独立宣言》中标
榜的生而平等的“人人”，都仅限于白人
男性，“生而平等”只是谎言。美国白人
妇女直到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出
台才获得选举权；印第安人1924年才获
得公民权，其选举权直到1962年才得到
美国所有州的法律认可；非洲裔虽然
1870年就被赋予选举权，但实际饱受压
制，其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直到20世纪
60年代民权运动后才实现，至今依然面
临诸多人为制造的障碍。从1870年1
月第一个非洲裔联邦参议员海勒姆·雷
韦尔斯算起，到2021年1月拉斐尔·沃
诺克当选联邦参议员，美国在一个半世
纪里总共只产生了11名非洲裔参议员。

如今，表面上，美国公民只要符合规
定条件就能参选和投票，但实际上，美国
的选举制度决定了选举过程基本仍被政
商高层操纵。国会的人员组成与美国人
口结构差距明显，少数族裔的代表权仍受
到压制。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本届国会
中，非西班牙裔白人议员占77%，显著高
于其在美国总人口中约60%的占比。

“杰利蝾螈”就是一种美国特有的典
型的选举操纵手法。1812年，马萨诸塞
州州长杰利为了本党利益，签署法案将
该州一个选区划成类似蝾螈的极不规则
形状。这种不公平的选区划分此后被称
为“杰利蝾螈”。

美国一般在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
查后结合人口变化情况重新划分选区。
美国宪法将划分选区的权力赋予各州立
法机构，为州议会多数党借此操纵选举
提供了空间。其手段有二：一是“集中”，
尽可能将少数党选民划入少数特定选
区，牺牲这些席位以换取多数党在其他
大多数选区的绝对优势；二是“分散”，将
少数党选民相对集中的地区拆分划入周
边不同选区，从而稀释少数党选票。

例如，非洲裔约占亚拉巴马州总人口
的27%，2020年人口普查后，该州60%
的非洲裔被划到一个国会选区，导致其他
一些选区非洲裔占比变低，其投票难以对
这些选区的选举产生有效影响。

通过选区划分来操纵选举，政客得
以“挑选”选民，而不是由选民选择政客。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操纵手
法。据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统计，从去

年年初至今年5月，美国有18个州通过
了总计34项限制投票的法律，使得选民
申请、接收或投出邮寄选票变得更加困
难。研究还显示，美国低收入人群参与
投票的可能性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他们
经常因交通、疾病等问题不能去投票。

金钱主宰——
“一人一票”实为“一美元一票”

那么，美国民主的设计到底是为了
什么？

“在美国政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
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记得了。”100
多年前，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
总统选举的竞选专家马克·汉纳曾这样
道出美国政治的真相。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者都
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因为打
广告、雇人、印宣传品、办活动等都离不开
钱。于是，利益集团就以竞选捐款的形
式，出钱资助代表其利益的政客。而这些
政客上台后，则用手中权力制定有利于金
主的政策。就这样，选举成为资本与政客
权钱交易的“市场”，“一人一票”实为“一
美元一票”，投票过程只不过是为资本代
理人掌权提供“合法性”的障眼法。

尤其是在2010年和2014年联邦最
高法院两次判决后，政治募捐获得松绑，
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走向新高潮。美
国前总统卡特曾对此评价：“美国民主已
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

据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统计，截

至今年9月底，美国本届中期选举选战
“账单”已高达48亿美元，预计最终将超
过93亿美元，打破2018年中期选举创
下的纪录，成为美国史上最贵中期选举。

当然，美国政客掌握权力不仅要服
务于资本，自己也要分一杯羹。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日前披露，佩
洛西的丈夫至少从大型科技公司股票投
资中获利多达3000万美元，尤其是一些
精准“踩点”的操作十分惹眼，这对夫妇
因此被美国网民戏称为“国会山股神”。
据美国媒体统计，佩洛西夫妇2020年投
资回报率高达56%，远超美国知名投资
人沃伦·巴菲特同期26%的成绩。这种
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并非个例。《纽约时
报》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至少
有97名现任国会议员涉嫌利用职权提
前获取内幕消息，据此买卖股票、债券或
其他金融资产。

美国精心设计的选举制度，并非是
为服务于最广大人民，而是把人民割裂
为不同群体，使之相互争斗、无法团结，
从而让统治阶层更方便地进行统治。各
政党的活动离不开资本所提供的资金，
离不开资本所掌控的媒体，离不开资本
所塑造的价值观，也摆脱不了资本游说
的影响。

1863年，时任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
斯堡演说中以“民有、民治、民享”来形容
理想中的美国民主政府。150多年后的
今天，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
研究员马凯硕在其著作《亚洲的21世
纪》中借用并改造了这一表述：“事实表
明，美国已远离民主而走向财阀统治，其
社会是‘1%有、1%治、1%享’。”

假面之下，“金钱至上”才是美国民
主始终不变的本质。正如英国曼彻斯特
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扬所言，无论美国
选民投票给谁，“赢家总是金钱”。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记者孙
丁 柳丝）

“1%有、1%治、1%享”
——起底美国“民主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