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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时政府应当如何应
对的话题目前仍受到各方关注，总结回顾国
外经验可以提供一些思路和借鉴。日本政
府在上世纪末向陷入危机的 20 多家银行注
入总额高达 12.4 万亿日元（1 美元约合 123
日元）的资金，美国政府金融危机时救助房
利美和房地美等举措都曾引起争议。

时过境迁，美日“救市”的逻辑也越发清
晰。“顺带”获得的收益又反过来证明当初决
策的正确性。

维护稳定
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房

地产和股票价格暴跌，并波及证券公司和银
行。一些盈利前景不错的企业也因缺乏流
动资金而破产。日本政府察觉到挽救局面

的必要性，先后向陷入危机的 20 多家银行注
入资金总额高达 12.4 万亿日元。

接受救助的银行要接受严厉的整改计
划，包括整合重组、剥离不良资产和改革创
新。整改之后，日本银行业逐步开始复苏，
数年后接受救助的机构和整合改组形成的
一些金融集团采用回购股份等方式逐步偿
还政府注资。

择机是关键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政府排除阻力果断

实施救助计划，避免了经济出现更糟糕的局
面。日本神户大学金融学教授家森信善认
为，在市场剧烈动荡时，适度注入公共资金
有效且有益，也应该是金融系统风险管控的
重要选项。

日本一些公共投资机构在特定时期承
担稳定资本市场的功能。政府系统的“养老
公积金管理运用独立行政法人”（GPIF）是日
本股市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它目前拥有 130
多万亿日元金融资产，允许投资股市的资本
比例最高可达 31％。

日本中央银行也是维护市场稳定的重
要力量。日本央行入市通常选择在交易日
上午大跌之后，下午动用 300 亿日元至 400
亿日元资金，购买大盘绩优股托市。

收益并非意外
今年6月29日，日本蓝天银行通过回购股

份的方式，向政府偿清了政府注入该银行的全
部资金。至此，日本政府在世纪之交金融危机
时期注入银行体系12.4万亿资金，总共已收回

13.7万亿日元，包括利息和分红等收益。加上
还没有抛售的 2000 多亿日元股票资产，日本
政府预期将获得1.8万亿日元收益。

美国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被迫向住房
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注资
2250 亿美元，帮助“两房”渡过难关。2012 年
3 月 19 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已通过出售注资
时获得的这两家公司证券，得到了包括本金
和利息在内的现金收入 2500 亿美元，获利
250 亿美元。

日本大学名誉教授加藤义喜认为，中国
政府最近维护股市稳定的举措无可非议，不
少国有银行等上市公司市盈率还不到 10 倍，
具有投资价值，买入这些股票，中长期来看
投资风险应该不会太大。

（据新华社东京7月28日电）

综合新华社电 韩国总理黄教安 7
月 28 日在首尔召开中东呼吸综合征（简
称 MERS）对策会议时宣布，韩国国内疫
情“事实上已结束”。他呼吁民众安心回
归日常生活。

他说，目前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隔
离对象已于 27 日全部解除隔离，国内连
续 23 天没有出现新增确诊患者，接受集
中 管 理 的 15 家 医 院 也 已 全 部 解 除 隔
离。因此，政府认为国民可以安心恢复
娱乐、文化和经济活动，无需再有疫情方
面的担心。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最后一名
患者在连续两次病毒检测中被确定为阴
性之日起，28 天后才能宣布疫情结束。
由于韩国最后一名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
为治疗淋巴瘤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
因此距病毒检测呈阴性仍需一段时间。

黄教安还表示，政府将在疫情完全
结束之前继续采取措施维持疫情防控体
系，加大入境人员检疫力度，对因疫情遭
受损失的医院提供支援等。政府还将对
此次疫情的发生进行综合评估，彻查疫
情初期应对不力的问题，以改善传染性
疾病防疫体系。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 28 日通报，截至
当日上午，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病
例为 186 例，死亡 36 人，已治愈 138 人，
16693 人已被解除隔离。

英国曼彻斯特皇家医院 27 日证实收
治了两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病例，并为
此在当天短暂关闭了医院的急诊室。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今年
上半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
数 量 和 涉 案 金 额 都 出 现 大 幅 下
降。海外专家认为，这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政府层面的协调沟通，中国
企业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的提升，
以及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商务部的统计显示，上半年中
国企业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为 37
起，涉案金额 35 亿美元，同比分别
下降 30％和 34％。

德国中国商会干事长段炜对

记者说，经过多年锻炼，中资企业
的法律观念、自我保护意识普遍增
强，如今已懂得运用法律武器和贸
易规则为自己的经营保驾护航。
除了企业层面之外，来自政府层面
的协调和沟通也至关重要。

此外，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
级在减少贸易摩擦方面也功不可
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表
示，贸易摩擦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中国始终注重提升产品质量
和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
构调整也发挥了较大正面效应”。

新华社平壤 7月 28 日电 据
朝中社 28 日凌晨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在 27 日祖国解放战
争胜利纪念日当天，向位于平安南
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陵园送花圈。

报道说，花圈当天被陈列在烈
士陵园内。

另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 25
日在平壤举行的第四次老兵大会
上发表讲话，对取得抗日战争和
朝鲜解放战争胜利的参战者表示
最高敬意和慰问，向致力于实现
朝 鲜 人 民 的 自 由 独 立 与 东 方 和
平、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流血

牺牲、帮助朝鲜进行正义革命战
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表达崇
高敬意。

金正恩曾于 2013 年 7 月前往
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凭
吊烈士。

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
园 1957 年建成，占地面积 9 万平方
米，是朝鲜目前规模最大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大门至陵园第
一层有 240 级台阶，象征着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浴血奋战的 240 万中
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在第三层的
墓地里，包括毛岸英在内的 134 名
烈士长眠于此。

据新华社日内瓦 7 月 27 日
电 经过近 20 年的谈判，世界贸
易组织总理事会 27 日正式批准哈
萨克斯坦加入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和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
于当天在世贸组织位于日内瓦的
总 部 签 署 了 哈 萨 克 斯 坦 入 世 协
议。这份协议随后将提交哈萨克
斯坦议会，由议会在 10 月 31 日前
作最后审议表决，预计年底前哈萨
克斯坦将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国。

阿泽维多在签字仪式后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今天对哈萨克斯坦
和世贸组织来说都是历史性的时
刻，双方结束了近 20 年的谈判，达
成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哈
萨克斯坦向世界传递了愿意走向
贸易开放的重要信息。

哈萨克斯坦的入世谈判为期
近 20年，是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
的入世谈判。哈萨克斯坦入世谈
判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其欧亚经
济联盟成员国的身份有关,要加入
世贸组织其关税又必须符合世贸
组织规定，因此哈方必须协调这两
种关税，避免相互冲突。

新华社专电 美国国务院 7
月 27 日发布 2015 年度人口走私报
告，自 2003 年以来首次把古巴从
打击人口走私不力国家“黑名单”
中除名。美国分管民主和人权事
务的助理国务卿莎拉·休厄尔说，
之所以把古巴从名单中剔除，是因
为后者在打击涉及色情交易的人
口走私方面付出了“持续的执法努
力”。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
国于 1961 年断绝与古巴的外交关
系，随后关闭驻古巴使馆。次年，

美国宣布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
锁和贸易禁运。

去年 12 月 17 日，美国总统贝
拉克·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
卡斯特罗分别发表讲话，宣布将就
美古复交展开磋商，结束长达 50
多年的敌对状态。本月 20 日，两
国互设大使馆并互派常驻外交使
团，推动两国关系再向前迈出重要
一步。报告显示，伊朗、朝鲜、津巴
布韦、利比亚、叙利亚、厄立特里亚
等国仍旧被美方列在“黑名单”中。

网 络 安 全 公 司 Zimperium 研 究 人 员 7
月 27 日 警 告 ，全 球 应 用 最 广 泛 的 移 动 设
备 操 作 系 统 之 一 安 卓（Android）存 在“ 致
命”安全漏洞，“黑客”只需简单发送一封
彩信便能在用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完全
控制手机。

Zimperium 当天在博客发帖说，公司研
究人员乔舒亚·德雷克在安卓平台的核心
组成部分，即主要用来处理、播放和记录多
媒体文件的 Stagefright 框架中发现多处安全
漏洞。“黑客”只需知道用户手机号码，便可
通过发送彩信的方式远程执行恶意代码。
具体而言，用户接收彩信后通过浏览器下
载一个特制媒体文件，“黑客”就可以发动
攻击。

最可怕的是，Stagefright框架不只能用来
播放媒体文件，还能自动产生缩略图或从视
频或音频文件中抽取元数据，这意味着“黑
客”可以在用户完全不打开或阅读彩信的情
况下入侵手机，甚至赶在用户看到这条彩信
前将其删除，神不知鬼不觉地“黑”掉手机，
继而远程窃取文件、查收电邮乃至盗取用户
名和密码等信息，而用户对这一切全然不
知。

“这类攻击的目标可以是任何人，”Zim⁃
perium 公司说，“这些漏洞极其危险，因为它
们无需受害人采取任何行动。”

按这家公司的说法，Stagefright框架的安
全漏洞波及安卓多个版本，由于更新较慢，
预计当前约有 95％、即多达 9.5 亿部使用安
卓系统的智能手机受到影响。

这家公司先前已将这些安全漏洞通报
给谷歌公司，同时向后者提供了自行开发的
补丁程序。

“谷歌行动及时，48 小时内便在内部代
码库应用了补丁程序，”Zimperium 公司说，

“不过，这只是个开始，更新部署将是非常漫
长的过程。”

目前，谷歌已把补丁程序提供给合作伙
伴，但补丁到达终端用户手中往往需要几个
月时间。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奥巴马这次对非洲的访问做得太少
也太迟。”这是非洲和不少其他国际舆论对
这位美国总统“省亲行”的感受。其实这样
的评价并不惊讶，只要捋一捋美国以往对
非政策就不难看出，美国对非洲的作为往
往口惠而不实。

如英国《卫报》所说，虽然奥巴马有着
“非洲血统”，但却没有转化为有意义的行
动。

事实上，长期以来，非洲在美国对外政
策中并不占优先地位。作为美国历史上第
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2008年当选后，引
发非洲人对美非关系新发展的期待。德国

《商报》就此评价说，很多非洲人深感失望。
这位美国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内一直

“冷落”非洲，出访的40多个国家中，只有加
纳一国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出于国内政
治需要，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内开始对非
洲采取“大动作”，这其中包括奥巴马在

2014年美非峰会上宣布 330多亿美元的对
非经贸合作项目和2013年提出计划斥资70
亿美元设立的“电力非洲”援非项目。

然而，奥巴马口中的美国对非洲重视
当然不是几个口头承诺就能让人信服。就
拿“非洲电力”这个被奥巴马政府视为旗舰
发展项目来说，两年多过去了却未有丝毫
进展，且因资金严重不足面临夭折。奥巴
马此次访肯也不得不辩解称“即使在美国，
花一年多时间也不一定能建成一个电站”。

可笑的是，奥巴马一方面为自己的“空
头支票”辩解，另一方面又作出新的承诺，
称将在反恐、基建、青年创业方面为肯尼亚
等非洲国家提供帮助和资金支持。而今年
5月美国务卿克里访肯时，曾承诺肯尼亚政
府的1亿美元反恐资金，至今未有任何落实
消息。

兑现承诺遥遥无期是一方面，而美国
等西方国家在援助非洲时还往往“居高临

下”并附加条件，把自己的理念和意识形态
强加于人。如一些肯尼亚分析人士所言，
美国口口声声说是非洲的“天然伙伴”，实
则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

奥巴马也不例外，他上任以来多次称
非洲为“伙伴”。伙伴意味着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但当肯尼亚在修路、医疗和脱贫
领域对外申请援助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只
在肯尼亚满足其提出的条件时才会提供援
助。

在内罗毕大学专家约瑟夫·翁贾拉看
来，“美国接近非洲的出发点都是认为非洲
人应该听命于美国。改变这种态度会有好
处。”

可见，缺少真诚态度、只会耍嘴皮子的
访问难以给非洲带来机遇，就算刷再多存
在感，也不过是一场打着“亲情牌”的个人
政治秀。

（据新华社内罗毕7月27日电）

应对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美日政府如何“救市”

韩国宣布MERS疫情基本结束
英国出现两例疑似病例

安卓曝“致命”漏洞
发彩信“秒控”手机？

援助一拖再拖 承诺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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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美国总统奥巴马（左）出席全球创业峰会。 新华社发

7月 28日，在韩国首尔，市民在清溪川边休息。当日，韩国总理黄教安在首尔召开中东呼吸综合征对策会议时宣布，韩国国内
疫情“事实上已结束”。 新华社发

金正恩向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陵园送花圈

中企贸易纠纷明显减少

哈萨克斯坦获准加入WTO

7月 28日，在利比亚的黎波里，卡扎菲执政时期的一些政府高官坐
在监笼内受审。当日，利比亚一家法院宣布判处包括卡扎菲次子赛义
夫·伊斯兰·卡扎菲在内的多名卡扎菲政权高官死刑。 新华社发

卡扎菲次子被判死刑

美再向古巴示好

7月 27日，电力工人在叙利亚霍姆斯老城检修路灯。近期，在叙利
亚霍姆斯省霍姆斯市老城，政府正对因战火损毁的道路、电力设施、学
校等公共设施加紧重建。 新华社发

叙利亚古城恢复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