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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金钱的游戏
——起底美国官员内幕交易

据新华社多哈12月10日电 （记者肖亚卓
王子江 岳冉冉）卡塔尔世界杯最后一个半决赛席
位10日晚间在多哈海湾球场诞生，卫冕冠军法国
队依靠琼阿梅尼和吉鲁的进球2：1击败英格兰
队。凯恩先依靠点球帮助英格兰队扳平，但后又
罚丢一粒点球，错过了再度扳平的绝佳机会。

半决赛中，法国队将对阵淘汰了葡萄牙队的
摩洛哥队。

2：1击败英格兰队

法国队晋级半决赛

法国队球员吉鲁（左三）在比赛中头
球攻门得分。 新华社记者 李尕 摄

美国媒体近期调查发现，2019至
2021年间，至少有97名国会议员在其
个人或直系亲属出售股票、债券或其他
金融资产时，涉嫌利用其在国会工作中
得到的内幕信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
长佩洛西夫妇的投资回报率甚至超过
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被称为驰骋
国会山与华尔街的新一代“股神”。

美国政客“点石成金”的背后，是
利用内幕交易中饱私囊的黑暗勾当。
这再次证明，美国的“金钱政治”不仅
意味着“政治离不开金钱”，也意味着
一些人“从政就是为了金钱”。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从国会到
政府，乃至法院、美联储等机构，美国
官员内幕交易花样百出且鲜受惩处，
这几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现有制
度却对此毫无办法。

从政成“投资战略”

据美国《纽约时报》调查，涉嫌内
幕交易的议员占美国国会议员总数的
约五分之一，其中共和党49人、民主
党47人、独立国会议员1人。从涉案
人数看，两党可谓不分伯仲。

一些议员宣称，投资决定是由配
偶或股票经纪人独立作出。但该调查
显示，不少议员或其家庭的股票交易
领域与其工作颇有相关性：共和党籍
众议员里克·艾伦是推动处方药定价
法案的众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成
员，买卖医药公司股票；众议院金融服
务委员会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辛迪·阿
克斯恩，购买银行股票；力推可再生能
源相关立法的民主党籍众议员阿兰·
洛温塔尔，其家人2019年至2021年

间97次买卖太阳能企业股票……
有些股票交易时间点也很“微

妙”。例如，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民
主党籍众议员凯瑟琳·克拉克所在的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负责包括公共卫生
领域在内的各种拨款，其丈夫2020年
在医疗公司豪洛捷从美国卫生与公众
服务部和国防部获取1.19亿美元合
同的一周前两次买入该公司股票，并
在相关消息宣布数天后卖出。同样在
2020年，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凯利
的办公室得知美国商务部将启动一项
有利于美国克利夫兰-克利夫斯矿业
公司的关税调查，在正式消息公布前，
其妻子已经买入了该公司股票。

与上述这些议员相比，佩洛西“资
历”更深、“功力”更高。据《国会山》日
报网站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她丈夫
保罗·佩洛西近年来成为美国股市“风
云人物”，尤其是一些精准“踩点”的操
作，被美国民众调侃为“股神附体”。
2019年至2021年间，保罗·佩洛西交
易了价值2500万至8100万美元的股
票及其他金融资产。据披露，佩洛西
夫妇2021年投资回报率超过50%，
远超同期巴菲特26%的投资回报率。

看到这些国会议员及其家属赚钱
如此容易，“华盛顿公民责任与道德组
织”网站发文讽刺说，当美国国会议员
看来是“相当出色的投资战略”。

权力被用来自肥

与国会议员这些政治官僚相比，
美国政府官员、联邦法官、美联储官
员等技术官僚炒股敛财的本事也不
遑多让。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年10月一
项调查披露，数千名美国行政官员报
告持有或交易的股票，会因这些人所在
机构的决策而出现涨跌。包括美国商
务部、财政部在内的多个政府机构的
2600多名官员承认，他们在进行股票
投资时，相关公司在游说他们所在部门
以获得优惠政策。这一数字相当于超
过五分之一的联邦政府高级雇员。

法官们同样深谙此道。《华尔街日
报》2021年9月公布的另一项调查显
示，从2010年到2018年，有131名联
邦法官在审理685起案件时，涉及自
己或家人持有股票的公司，却没有采
取回避措施。

掌握货币政策决策权的美联储更
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据《纽约时报》披
露，2020年2月，时任美联储副主席
理查德·克拉里达卖出一只股票基金，
当时金融市场正因新冠疫情影响大幅
下跌。而就在美联储宣布救市措施的
前一天，克拉里达又买回了这只基金。

另据路透社报道，2021年，美联
储竭力稳定市场之际，美联储下属地
区储备银行的一些高层官员却在一边
参与货币政策决策，一边进行股票和
债券交易——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
长罗伯特·卡普兰在股市投资数百万
美元，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里
克·罗森格伦投资房地产信托基金，而
这些股票和债券至少会间接受到美联
储政策影响。手握金融大权的美联储
高官如此热衷金融投资，既当“裁判
员”又当“运动员”，引发美国民众对其
道德操守的质疑。彭博社称之为美联
储多年来“最尴尬的道德丑闻”。

正如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所

言，当美国官员们在公共和私营领域
的“旋转门”进进出出时，相伴的是特
权、机会以及金钱。

腐败者逍遥法外

面对层出不穷的内幕交易丑闻，
美国虽然早就出台了相关法律和监管
措施，但至今收效甚微，而负责立法的
美国国会议员更是长期居于“法外之
地”。

例如，美国在2012年出台《停止
利用国会消息交易法案》（简称《股票
法》），禁止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靠“履
职过程中获得的非公开信息谋取个人
利益”，并要求国会议员本人及配偶买
卖超过1000美元的股票、债券等金融
产品应在45天内提交报告。然而，首
次违反报告时间规定的处罚仅为200
美元罚款。有专家指出，该法惩罚力
度过轻，且没有严格执行机制，因此形
同虚设。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统计，
仅在2020年至2021年间，就有57名
国会议员违反《股票法》的报告规定，
但没有任何一名议员因此被起诉。

美国检察部门往往对内幕交易
“不作为”。2020年初，包括时任美国
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
伯尔在内的多名联邦参议员在美国股
市因新冠疫情蔓延而暴跌前抛出股
票，引发美国舆论广泛批评。据美国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国司
法部在经过调查后决定不起诉伯尔，
但没有向公众解释缘由。报道说，“通
常情况下，美司法部不解释不起诉的
原因”。

福克斯新闻频道网站公布的民调

结果显示，7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应
禁止现任议员及其直系亲属、工作人
员进行股票交易。但不少高官对此表
示反对，佩洛西就是其中之一。她曾
在面对记者质问时宣称，美国是“自由
市场经济”，国会议员都应该能参与金
融交易。在这一问题上，民主、共和两
党罕见地“意见一致”。根据《华尔街
日报》报道，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共和党人麦康奈尔也曾表示，他投资
共同基金，并建议同事也这样做。

截至今年4月，美国国会内部有
多项提案，号称要限制议员进行股票
交易。然而，就如美国《华盛顿邮报》
所言，国会监督他人往往比监督自己
更积极，议员们难以在这个问题上达
成一致。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史蒂
夫·希尔顿说，大多数政策，特别是大
多数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法规都是在
国会的各种委员会中制定的，“但这些
委员会却不受审查。一切都那么腐
败”。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白宫法律
道德顾问的理查德·佩因特指出，两党
在议员内幕交易问题上都表现得很虚
伪，双方“都难辞其咎”。

逍遥法外的腐败，深入骨髓的堕
落，让美国政治千疮百孔、丧失民心。

“美国思想者”网站近期一篇专栏
文章指出，民调显示，美国权力三大分
支的支持率均创下历史新低：最高法
院为25%，白宫为23%，而国会仅有
7%。近80%的美国公民认为，自己生
活在“双标”的司法体系下，法律只适
用于某些人。作者杰伊·舒尔克哀叹，
美国正在变成无法无天的社会。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记者
宋盈 孙丁 熊茂伶）

12月10日，习近平主席结束出席
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
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回到国内。这次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阿拉伯世界规模
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必将以其
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在中阿关系发展
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必将对国
际格局和地区形势产生深远影响。

中阿友好是一部绵延千年的交往
史、更是一部伟大精神的传承史。从
丝绸古道商旅络绎，到上世纪双方全
面建交，再到新世纪中阿论坛开启整
体合作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形成合
作新格局，中阿友好如涓涓细流汇聚
成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蓬勃生机的
背后蕴含着人类文明友好交往的“精
神密码”。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
其生不穷。12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
首届中阿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
话，以深邃的历史哲思揭示出中阿千
年交往的根系源流：在丝绸古道中相
知相交，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患难与共，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合作共赢，在国
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义，凝聚成“守望
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的中阿友
好精神。

守望相助是中阿友好的鲜明特
征。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在实现民族振兴梦想
的事业中携手团结共进，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始终风雨同舟，结
下兄弟情谊。战机护卫机护航伴飞，
21 响礼炮隆重欢迎……最高规格的
外交礼遇，展现的是最真诚的尊重；

“ 情 谊 如 兄 弟 般 深 厚 ”“ 伟 大 的 朋
友”……密集双边会见中热络的表达，

体现的是金字塔般坚固的友谊。此访
亲如一家的团结氛围，再次凸显中阿
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
伙伴关系牢不可破。

平等互利是中阿友好的不竭动
力。中阿友好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
也基于彼此成就的互利合作。从中阿
峰会提出旨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
落实《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的“八
大共同行动”，到中海峰会上提出构建
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推动金融投资合
作新进展，拓展创新科技合作新领域，
实现航天太空合作新突破，习近平主席
与阿拉伯国家、海合会国家和沙特领导
人共商中阿、中海、中沙关系发展大计，
共绘未来合作蓝图。高屋建瓴的战略
引领和顶层设计，将中阿、中海、中沙
合作推向新高度，为带动发展中国家
团结和南南合作树立了新典范。

包容互鉴是中阿友好的价值取

向。中阿相知相亲的繁茂盛景，其生
命力源于文明融通。无论是双边会谈
会见还是两次峰会，习近平主席高度
重视人文交流在中阿友好中的基础性
作用，提出扩大人员往来，深化人文合
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打造人
文合作新亮点等一系列主张，得到阿
拉伯国家热烈响应。从访问之际阿拉
伯媒体聚焦中国发展，到 100 多位沙
特青年中文学习者致信习主席立志成
为阿中友好使者，再到双边会晤多位
阿拉伯领导人希望借鉴中国发展经
验，中阿文明互鉴的历史正在翻开新
篇章。

文明如水，水润而有万物生。对
抗思维扰动世界之际，中阿从彼此古
老文明中汲取智慧，共同弘扬“重和
平、尚和谐、讲信义、求真知”的文明真
谛；在“文明冲突”的鼓噪中守正不移，
共同倡导文明对话，反对文明歧视，守

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彼此相互欣赏，不
断书写互学互鉴的历史佳话。这次历
史性访问，让中阿两大古老民族复兴
之梦紧紧相连，将历经千年历久弥坚
的友好交往推向了新高峰，为人类文
明美美与共的历史书写了新佳话。

明时代之大势，行天下之大道。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反复延
宕，中阿团结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注入了强大正能量。在人类何去何从
的历史关口，习近平主席以立己达人
的天下情怀、把握大势的深邃智慧、自
信从容的勇毅担当，带领中国人民践
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
初心使命，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各国
提供新机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凝聚合作发展共识，必将携手各国人
民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记者
叶书宏）

谱写中阿友好精神新华章
新华时评

2022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2月10日电 （记者和
苗）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
学奖、文学奖及经济学奖颁奖仪式10日在瑞典首
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获得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是法国科学家阿
兰·阿斯佩、美国科学家约翰·克劳泽和奥地利科
学家安东·蔡林格；化学奖得主为来自美国的科学
家卡罗琳·贝尔托齐、卡尔·巴里·沙普利斯和丹麦
科学家莫滕·梅尔达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瑞
典科学家斯万特·佩博；经济学奖则由本·伯南克、
道格拉斯·戴蒙德和菲利普·迪布维格三名经济学
家获得；文学奖被授予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

在评选委员会代表分别介绍获奖者成就后，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向每位获奖者颁
发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今年每项诺贝尔
奖的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97万美元）。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和2021年诺贝
尔奖颁奖仪式改为线上举行，这两年的诺贝尔奖
获奖者也获邀一同出席今年的现场仪式。包括瑞
典王室主要成员、政界领导人等在内的千余人出
席了当天的颁奖仪式。

12月10日是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诺贝尔的
逝世纪念日，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都安排在
这一天举行。

专题 值班主任：罗清锐 主编：苏杰德 美编：杨千懿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海南禁毒进行时

为提高广大群众禁毒防艾的知晓率
和防范意识，普及防艾相关知识，近日，
文昌市禁毒办组织各镇（场）全面开展以

“共抗艾滋 共享健康”为主题的禁毒防
艾宣传教育活动。

本次系列活动由各镇（场）禁毒办联
合妇联、社工、志愿者等力量组织开展。
在公共场所，宣传人员以设立咨询点，发
放禁毒防艾宣传资料的方式，向过往群
众宣传禁毒防艾知识；倡导居民群众通

过学习加深对毒品和艾滋病的了解，在
做到远离毒害，健康生活的同时，积极主
动参与到禁毒防艾宣传中来。

在校园里，宣传人员首先向学生们
普及了毒品基本常识和防艾知识，引导
学生观看禁毒宣传展板、禁毒知识小视
频，通过一系列图文、影视资料，详细介
绍了艾滋病的流行现状、传播途径、预防
注意事项及毒品对学生的危害和法律法
规等相关知识，引导学生从小树立健康

人生、绿色无毒的价值观，积极投入禁毒
防艾宣传工作中。同时，发动学生们将
禁毒防艾知识传播到家庭和社会，筑牢
青少年禁毒防艾安全墙。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发放《禁毒法》
《海南经济特区禁毒条例》以及防艾宣传
彩页等宣传材料5000余份，有效增强了
广大群众防毒、拒毒、防艾的意识和能
力，为营造和谐、健康、安全的社会氛围
奠定了良好基础。（撰文/梁子 潘碧雯）

文昌市全面开展禁毒防艾宣传活动

宣传禁毒防艾 筑牢健康防线
为引导教育青少年远离毒品、艾滋

病侵害，践行“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
念，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禁毒办、县防
艾办在乐东中学联合开展“共抗艾滋，
共享健康”禁毒防艾宣传进校园活动。

活动首先由该县疾控中心相关负
责人为学生开展防艾知识讲座。该负
责人结合多媒体课件及视频对艾滋病
的概念、发展史、传播方式、防治手段、
毒品和艾滋病的关联、关心关爱艾滋病

患者等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引
导教育学生们专注学业、洁身自好，远
离毒品和感染艾滋病的高危行为。同
时，发动学生们将所学的禁毒防艾知识
主动向家庭和社会传播，筑牢全社会的
禁毒防艾防线。另外，还在讲座上增加
了有奖问答环节，充分调动学生积极
性，帮助他们更好地巩固禁毒防艾知
识。

讲座结束后，禁毒民警引导学生们

参观毒品仿真模型，并派发禁毒防艾宣
传资料及小礼品。同时，现场讲解各类
毒品的外观、伪装方式，吸毒和滥用麻
精药品、新精活物质的危害等禁毒知
识，并为学生们答疑解惑。

乐东中学400余名学生参加了此次
活动，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青
少年抵御毒品、艾滋病侵害的能力，为
青少年健康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撰文/梁子 陈海洲）

乐东黎族自治县开展禁毒防艾宣传进校园活动

禁毒防艾进校园 护航青春伴成长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海府路81号华运大厦5套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12HN032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位于海口市海府路81号
华运大厦905、906、908、1002、1008房等5套房产，建筑面积分
别为 152.25m2 及 156.01m2 不等，挂牌价为 185.136 万元至
190.6598万元不等。公告期：2022年12月12日至2022年12
月26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
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2月12日

●儋州市兰洋镇番开村民委员会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
号：J6410014212101，声明作废。
●儋州市兰洋镇头竹村民委员会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张，核准
号：J6410011267401，声明作废。

●儋州市海头镇那历村委会第二
卫生室（黎裕昌）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 证 一 张 ， 核 准 号 ：
J6410020501101，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海头镇港口居委会第二
卫生室（莫关武）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 证 一 张 ， 核 准 号 ：
J6410020500001，现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49049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龙华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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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有2021年12月份入户全新大
中巴低价出售，电话：13807566375。

出 售

声明
澄迈永光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90275527782321）
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将澄迈永光实
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供 求
职工安置住宅小区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振发一路，属《海口

市府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H0504地块范围，该项目属
2006年批建的历史遗留项目。为妥善解决遗留项目不动产办证问
题，拟按建设现状完善规划变更手续。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22年12月12日至12月23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
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zzgjcsgs @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
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
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
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2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职工安置住宅小区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