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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2 日
电 针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
准普尔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
AA-下调为A＋，财政部有关
负责人22日回应，标普调降中
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
决定，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
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
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误
读，也是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
面和发展潜力的忽视。

在报告中，标普对中国经
济趋势增长率抱有诸多疑虑。
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标普关注的信贷增速过快、债
务负担等问题，多是当前中国
经济发展阶段的“老生常谈”。

“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金融市
场融资结构的特点，忽视了中
国政府支出所形成的财富积累
与物质支撑，很遗憾。”

该负责人表示，从主要经

济数据来看，今年以来，中国经
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
展态势。上半年GDP同比增长
6.9%，高于预期目标。今年前8
个月，生产需求总体平稳，就业
形势持续向好，物价水平温和
上涨，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经济
效益明显改善。此外，今年财
政收支形势趋好，为经济平稳
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重
要作用。

标普此次给中国降级，主要
依据是“长时间强劲信贷增长提
高了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

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
高储蓄支撑了中国以间接融资
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贷款一
直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据主体地
位，只要审慎放贷、强化监管，防
控好信用风险，完全可以保持好
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标普的报告认为，中国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仍在举债支持
公共投资，未来债务偿还可能
动用政府资源。对此，该负责
人表示，标普将融资平台公司
债务全部计入政府债务，从法
律上是不成立的。

“中国已经明确界定了地
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债务的
边界。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
的范围，依法包括地方政府债
券和经清理甄别认定的 2014
年末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
债务。”该负责人说。

他表示，预算法实施以后，
包括融资平台公司在内的地方
国有企业举借的债务依法不属
于政府债务，其举借的债务由
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
不承担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
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
责任。

综合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
特朗普近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上发表有关“彻底摧毁
朝鲜”言论后，21日进一步向朝
方施压，宣布新一轮严厉对朝
制裁措施。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表示将坚决采取行动予以
回击。

特朗普21日宣布，他已签

署行政令扩大对朝鲜的制裁范
围，授权美财政部制裁任何与
朝进行贸易往来的个人或实
体，以及协助促成相关贸易交
易的金融机构。任何到访过朝
鲜的船只和飞机在180天内将
被禁止入境美国。

特朗普19日在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发言中称，朝鲜的

核武器与弹道导弹是对全世界
的威胁，“如果美国被迫自卫或
保护盟国，那么将别无选择去
彻底摧毁朝鲜”。

面对美方的压力，朝中社
22日援引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的声明说，特朗普在世界面
前发表对其国家和本人的侮辱
言论，他本人正在考虑如何对
此采取最强硬的反击措施。

特朗普21日在纽约举行工
作午餐会，与来纽约参加联合
国大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韩国总统文在寅讨论朝鲜半岛
核问题。

白宫当天在晚些时候发布
的声明中说，三国领导人表示，
他们承诺要迅速全面落实旨在
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5号决议，将动用一切现有
手段最大限度对朝施压。

9月21日，中国外交部长
王毅出席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王毅强
调，不管形势如何演变，不管需
要多长时间，不管遇到什么困
难，中国都将坚守半岛无核化
的目标，坚持对话谈判的方向，
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31岁的农民工张强（化名）
没想到，自己在微信群里发了
一句开玩笑的话，却被追究刑
事责任，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
月，并处罚金1000元。“一句玩
笑话惹这么大麻烦，真后悔。”
日前，他对记者说。

2016年9月4日晚，张强在
北京昌平区回龙观半壁店一出
租房内玩微信。当他使用“本·
拉登”头像在某微信群聊天时，
一个网友说了句“看，大人物来
了”，于是，张强就顺着这句话，
发了一句“跟我加入ISIS”。大
家没有任何回应，继续聊其他
话题。

然而，2016年10月13日，
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依法传
唤了张强，以其涉嫌宣扬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罪将其抓获归
案。

警方回查他的手机和电
脑，发现除了微信群发布的那
句话外，张强没有其他关于恐
怖主义的言论。

记者注意到，宣扬恐怖主
义、极端主义罪是《刑法修正案
（九）》新增的罪名。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
与研究中心律师时福茂对记者
表示，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
条的规定，以制作、散发宣扬恐
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
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
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
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处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017年5月22日，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
理张强涉嫌“宣扬恐怖主义、极
端主义罪”一案。6月13日，该
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强法制
观念淡薄，在300多人的公共微
信群内以发布信息的方式宣扬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其行为已
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其被
抓获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且无违法犯罪记录，依法对
其从轻处罚，但不能认定为情
节轻微。最后，法院判决张强
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
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

无独有偶。今年 1 月 15
日，打工者王某将一段含有暴
力恐怖等内容的视频在自己的
QQ空间内发布，引发多人次浏
览、转发、评论。3天后，王某被
警方查获归案。

王某表示：“我发视频的目
的是提高自己空间的点击率，
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并非故意
宣传恐怖主义。”

今年8月，北京市二中院一
审以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
处罚金1000元。

“通过以上案例，所有人都
应该引以为戒。在公共场所、
公共网络平台一定要注意自己
的言行，否则就有可能触犯法
律甚至构成犯罪。”时福茂律师
说。 据工人日报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2 日
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
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
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甘肃省委原
书记王三运严重违纪问题进行
了立案审查。

经查，王三运严重违反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四个意识”淡
漠，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消极
应付、严重失职失责，丧失政治
立场，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长
期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
反组织纪律，罔顾党的选人用人
制度和组织原则，让存在违纪问
题的干部挑选领导岗位，在干部
选拔任用中为他人提供帮助并
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收受
礼品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或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
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王三运身为中央委员，理想
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并涉嫌违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
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
劣、情节严重，严重污染甘肃省
政治生态，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
形象，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
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
予王三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终止其党的十八大代表资
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
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
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2 日
电 22日，由国务院防范和处理
邪教问题办公室主管的中国反
邪教网（www.chinafxj.cn）及
官方微博、微信正式上线。“对
邪教说不”网上签名活动同步
启动。

据了解，中国反邪教网的
推出，旨在大力宣传党和国家
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方针政

策，准确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和
司法解释，及时发布涉邪教问
题权威信息，深入揭露邪教的
本质及危害，不断增强全社会
识别和抵制邪教的意识和能
力，并为邪教受害者及其家庭
提供心理辅导、寻找失踪亲人
等具体帮助，努力打造全国性
的反邪教宣传阵地和服务群众
的专业平台。

为便于广大群众举报邪教
违法犯罪活动，网站还专门设
立了举报专区。

中国反邪教网还同步推出
同名的官方微博、微信，借助新
媒体平台开展反邪教宣传，及
时回应网友关切。

据悉，同步开展的“对邪教
说不”网上签名活动将持续到
今年底。

标普下调我国主权评级 由AA-下调为A＋

财政部：这是对中国经济的误读

发表“彻底摧毁朝鲜”言论后
特朗普追加对朝制裁
金正恩称正在考虑采取最强硬的反击措施
王毅：坚定维护半岛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国反邪教“一网两微”正式上线
“对邪教说不”网上签名活动同步启动

微信群里说
“跟我加入ISIS”
农民工获刑9个月
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
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

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
严重违纪被“双开”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纽约举行工作午餐会，与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讨论朝鲜半岛核问题。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