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19.5.13
星期一

责
编
龚
爱
秋

版
式
易
灵

校
对
张
晓

观
天
下

报料热线
028-86969110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李白，原名李华初，曾用名李朴，化
名李霞、李静安。1910年出生于湖南浏
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
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
台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在上海长
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李白，
以他为原型，拍摄了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电影中的李侠对党忠心耿耿、
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事迹，真实地再现了
李白烈士短暂却光辉的一生。

1931年6月，李白调到瑞金红军通
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
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
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1937年10月，李白受党组织派遣，
化名李霞，赴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的
工作，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
间的“空中桥梁”。1939年，工作环境更
加险恶，党组织安排女工出身的共产党
员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掩护电台，开
展工作。两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
生爱情，后经地下党组织批准结为夫
妻。

1942年9月，日军在对秘密电台的
侦测中，逮捕了李白夫妇。日寇对李白
施以种种酷刑，但他坚不吐实，一口咬
定自己是私人电台。1943年5月，李白
经党组织营救获保释。出狱后，党组织
将李白夫妇调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国民
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他化名
李静安，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
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
党秘密传送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
情报。

抗战胜利后，李白回到上海，继续
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
30日凌晨，他在与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
过程中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1949
年5月7日，在上海解放前夕，李白被国民
党特务秘密杀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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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

“三驾马车”
齐发力

经济运行
保持良好态势
近期，一系列消费数据的公

布，让人眼前一亮——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

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95亿人次，
按可比口径增长13.7%；

一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到2.24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同比增长超
过40%；

一季度，餐饮收入突破1万亿
元，增长9.6%……

消费亮点频现，正成为中国
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一季
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达65.1%，基础性作用进一步
巩固。

消费稳住了经济增长基本
盘，投资、出口两驾“马车”也在发
力——

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稳步回升，同比增长6.3%，增
速比去年全年提高0.4个百分点，

“稳投资”效应进一步显现。
前4个月，我国出口5.06万亿

元，同比增长5.7%。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说，尽管我国出口面
临一定下行压力，但外贸总体稳
中有进的发展势头没有改变。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共同发力，助力中国经济在2019
年实现良好开局。

一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凸
显“稳”的气质：经济增速同比增
长6.4%，与去年四季度持平，特别
是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回升，
好于市场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王晋斌说，在外部环境严峻复
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背景下，中
国经济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
易。事实证明，“六稳”政策有力
推动了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不少国际机构也对中国经济前景
看好。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宣布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背
景下，中国成为唯一被上调今年
增长预期的主要经济体。IMF总
裁拉加德评价说，“世界需要中
国，全球经济增长离不开中国的
持续发展。”

“虽然一季度经济规模占比不
大，但其走势是全年经济走势的风
向标。一季度经济平稳开局为全
年走势打下向好基础，我们完全有
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年度经
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国家发展
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袁达说。

美国大学招生舞弊案”涉及的中国
留学生信息再被曝光。5月9日，
有媒体报道称，花120万美金送女

儿Sherry Guo进耶鲁大学的学生家长，
系中国公安部A级通缉犯。

警方：
网传信息已汇报给上级部门

今年三月，美国曝出大规模招生欺
诈案，其中涉及到两位来自中国的学生
Sherry Guo和Yusi Zhao，她们的家长
分别花费120万美元和650万美元，帮她
们进入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

美国媒体9日报道称，Sherry Guo
的父亲被怀疑就是中国公安部A级通
缉犯郭虎林。

据《北京青年报》10日报道，内蒙古
自治区巴彦卓尔市乌拉特前旗公安局回
应记者称，关于网上的信息已经汇报给
上级部门，目前相关情况暂不便透露。

2019年3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一
则A级通缉令：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前旗公安局正侦办一起虚假出资、
抽逃出资和伪造变造金融票证及合同
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汪虎云、郭虎林
现在逃。并提出对发现线索的举报
人、协助缉捕有功的单位或个人，每抓
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奖励20万元。

通缉人员与Sherry Guo的父亲是
否是同一人呢？

据《侨报网》援引《华尔街日报》报
道，有媒体称知情人士透露，“华人学
生Sherry Guo的父亲，竟然是中国公
安部A级通缉令的嫌犯，且就住在尔
湾。”经该媒体记者上门敲门，发现应门
者与通缉令上的郭虎林照片“相似”。

经核实，这栋在尔湾 Pavilion
Park的房子，2014年6月以一家公司名
义购买，成交金额为100万美元左右。
2015年2月，资料显示Guo Hulin转让
该房产，退出该房产名下；同一时期，

由同一家公司购买的另一套房产——
就在街对面，有同姓为Guo者退出该
房产名下。

媒体记者上门敲门时，一处房产
内有人隔门应答，对于记者提出的人
名，表示“不认识”。敲响另一处房产
时，一直无人应门。

巧合？
潜逃时间与女生赴美时间吻合

据报道，Sherry Guo的父母向一
位名叫威廉·辛格的中间人和其基金
会捐赠120万美金，辛格帮Sherry Guo
伪造申请信，称她是一名顶级足球运
动员，通过向学校足球教练贿赂40万
美金，Sherry Guo进入耶鲁大学。今
年3月，Sherry Guo被耶鲁开除。

据了解，Sherry Guo的家长目前
并未被美国检方起诉，其律师表示，郭
的父母不会说英语，也不了解辛格以

运动员身份将其女儿招入耶鲁的骗
局，他们以为120万美元是一笔合法的
慈善捐款。

据《世界日报》报道，郭家代表律
师曾对主流媒体透露，Sherry Guo中
文名字是郭佳欣（Jiaxin Guo）。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查阅
网络公开资料发现，在公安部的通缉
令发出之前，汪虎云和郭虎林两人已
经逃至美国定居。两人在四五年前以
跨国经理人（L1）的方式申办绿卡，但
去年以失败告终，目前仍以旅游签证
（B1/B2）的身份待在美国。

巧合的是，郭佳欣也是五年前
（2014年）从中国去到美国读书，高中
就读于加州的San Juan Capistrano
JSerra 天主教高中。

目前，郭佳欣和她的父母都尚未
被检方传讯出庭或公开露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燕磊
综合北青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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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
中美“文明冲突说”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日前有关中美

“文明冲突”的说法，震惊中美各界和国
际社会，引发的批评和担忧仍在不断发
酵。要求停止发出这种言论、不要误判
中美关系，成为包括众多美国有识之士
在内国际社会的共同声音。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
伦·斯金纳日前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将
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并称美正在
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
虽然美国政界一直以来不乏有人炒作“中
国威胁论”，然而将中美关系上升到所谓

“文明冲突”的层面，尚属首次。
对此，美国主流舆论一片哗然，批评

这种言论与美国崇尚多元的价值观背道
而驰。《华盛顿邮报》指出这种论调“非常
危险”。彭博社评论指出，“文明冲突论”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没有容身之地。

在当前全球深度一体化、各国相互依
存的时代背景下，类似斯金纳这种挑动对
立和冲突的言行，毒害国际合作，只会招
致双输。时空已经转换到了合作共赢成
为时代潮流的21世纪，而美国一些政客
还抱着“丛林法则”式思维不放，堂而皇之
地开着历史的倒车。彭博社评论指出，这
种“冲突模式”无助于美国赢得竞争。

回望历史，冲突的思维和干涉的行
动，曾让美国在中东等世界许多地方深陷
泥淖难以自拔，而一些美国政客却总是在
对抗的迷思中不肯醒来。

文明从来都是在交流互鉴中向前进
步。近代欧洲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养
分，助力了启蒙运动的进程。到了近当
代，中国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对西方工业、
法治、管理等许多领域的文明成果广泛吸
收。这不仅没有威胁到中国的发展，反而
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而美国能成为世
界强国，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广泛接纳世
界各国人才的结果。

一个自信的文明，定然会对其他文明
怀有包容欣赏、乐于交流的心态。如唯恐
其他文明威胁自身发展，显示出的其实是
一种格局的狭隘和文化的不自信。

缺乏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是
当前美国一些政客出现对华“紧张综合
征”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中国文化中没
有国强必霸、威胁别人的基因，向来崇尚
以和为贵、兼济天下的文明观。中华文明
从未也永远不会成为其他文明的威胁。

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虽经历风
雨，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双方合作始终
大于分歧。当前的中美关系，需要的应是
更多的理解和对话，而不是冲突和对抗。
所谓中美“文明冲突说”，可以休矣！

据新华社

“稳”的气质凸显“进”的空间广阔

从基本面看中国经济发展潜力
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投资增速平稳回升、出口继续保持增长……
今年以来，无论是从宏观政策调控空间看，还是从微观企业运行态势看；无论是从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效果看，还是从已发布的经济数据看，市场需求巨大，发展韧性更足，中国经济
“稳”的气质更加凸显，未来发展天地必将更加广阔。

120万美元把女儿买进耶鲁
郭父疑为中国A级通缉犯

公开资料显示：Sherry Guo赴美时间与郭虎林潜逃时间吻合

中国经济亮点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
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继续朝着优化、
调整、升级的方向发展。”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

这两天，上海举办了“中国品牌
日”系列活动，一个个企业以创新打
造品牌，用品牌开拓市场的生动故
事正在上演。

参加这一活动的创维集团，去
年海外市场营业额超过100亿元，其
中智能电器产品营收同比增长
60.7%。创维品牌部部长李钊感慨：

“这正是由于企业坚持研发创新，打
造自主品牌。未来我们将继续沿着
这条路子走下去。”

从产品经济到品牌经济，从物
美价廉到价值链高端，企业“拥抱”
品牌，呈现出消费升级和供给升级

的双重特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

济强身健体的重要途径，这将带来产
品和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中国
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王孝松说。

中国经济发展“质”的变化，正
愈发清晰——

制造业投资增长明显。一季
度，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4%，增速比全部投资快5.1个百
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9.3%，比全部投资快13个百分点；

出口凸显高技术含量。前4个
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97万亿元，
增长4.5%；一季度新兴服务进出口
4580亿元，同比增长12.6%，高于整
体增速10个百分点；

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一季度服

务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为47.7%，
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几乎成为
消费的“半壁江山”……

高质量的发展来自科技创
新。今年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继续高
于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增速。美国
和德国的一些媒体评论说，科技创
新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令中国经济的“增长故事”更加吸
引人。

高质量的发展也来自活力释
放。一季度，全国日均新登记成立
企业1.65万户，全国累计新增减税
3411亿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加大知识
产权保护，改革举措不断走实走
深。

从量到质，从粗到精。巨大转变背后，是品牌的力量。近期在上海开幕的2019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上，近200家自主品牌集中亮相，展示国货精品魅力的同时，也激
活高质量发展的“一池春水”。 新华社发

打开思路，就是一片新的天地。
专注于运动休闲鞋生产的福建

省华昂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典
型的外贸企业，近几年出口增速保
持在30%至40%之间，当下外部环
境的严峻性让这家企业开始将目光
投向国内。

“我们看好国内市场的巨大潜
力，拓展这个市场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公司总经理杜丕皇说，公司这
些年来着力打造自主品牌，并向全
产业链延伸，就是为实现这一梦想
作准备。

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超4亿
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这样的
巨大潜力无疑成为中国经济独具的
底气。

这样的潜力不仅被国内企业看
好，也成为吸引国外企业的“磁

石”。沃伦·巴菲特就明确表示，中
国是个大市场，“我们喜欢大市场”。
他还表示，未来15年，公司可能会在
中国市场进行更大规模投资。

放宽眼界，瞄准高质量发展，就
能找到新的广阔发展空间。

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欧盟、东
盟、韩国、俄罗斯等出口分别增长
14.2%、13.4%、7.7%和9.1%，“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拉动作用明
显。瞄准“一带一路”沿线，外贸企
业的国际布局正变得更加多元。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生态环保……精准和有效投资，
将让整个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政策的效应，正在让中国经济
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

新个税法实施，进一步下调增
值税税率，降低社保费率，24条稳
消费、扩消费政策“礼包”出台……
一系列政策让消费潜力进一步释
放；

稳投资政策以补短板为重点，
加强重大项目储备，撬动社会资本
特别是民间资本……一系列实招将
为投资企稳提供强劲支撑；

落实好稳外贸政策，鼓励企业
开拓新兴市场，加大高技术、高附加
值产品出口，鼓励发展贸易新业态、
新模式……外贸做大做强指日可待。

“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的良好态势不会改变，最重要的是
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认真做好
自己的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供给侧改革效果显结构优化“焕新颜”

办好自己的事打开发展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