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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些政客在国际事务中惯

于使用双重标准、动辄搞所谓的“美

国例外”。一句话，在这些人眼中，美

国理所应当永远居于规则之上，规则

的尺子是用来量别人的，和美国人自

己毫无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手

握双重标准，在贸易、债务、规则、人

权等领域大放厥词，暴露出混乱的逻

辑和倨傲的姿态。比如，在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问题上，众所周知美国才是

迄今为止最大的“不守规矩者”，然而

美国一些政客却颠倒黑白，指责中国

破坏世贸规则。又如，在全球气候变

化问题上，明明是美方拒绝在共同文

本中提及“气候变化”，导致北极理事

会部长级会议 20 多年来第一次未能

发表联合声明，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却指鹿为马，称中俄两国可能对北极

造成生态破坏的威胁。凡此种种，无

不暴露出美国“高于规则”的虚妄幻

觉、予取予求的蛮横心态。

“美国例外”的本质，是一种文明

优越论，即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

一样，“注定是伟大的”并且“必将领导

世界”。比如，在拉美事务上，美国长

期视之为自家“后院”，炮制臭名昭著

的“门罗主义”，动辄施压、威胁甚至颠

覆别国政权，导致拉美地区不得安

宁。又如，美国向一些国家输出所谓

民主，结果带来了社会分裂、族群对

立，已是人尽皆知。历史证明，这一观

念不仅是虚妄的，也是极其有害的。

美国一些政客之所以有恃无恐，

明目张胆大搞“美国例外”，归根结底

在于深埋心中的霸权思维作祟。他

们费尽心机编织各种谎言、找寻各种

借口，实质上是打压别国正当发展权

益，是以政治手段肆意干扰经济活动

的霸凌主义行径。蓬佩奥以危害国

家安全为由四处游说，威逼利诱各国

政府拒绝同华为公司合作，恰是对美

国标榜的市场规则、国际贸易准则的

肆意践踏。对此，英国《卫报》文章切

中要害地指出，蓬佩奥属于冷战时期

的一代人，在当今世界依然沉迷于对

“美国例外”和美国霸权的迷思。

再高明的魔术，也有被拆穿的时

候，更何况是这些美国政客漏洞百出

的言行。他们双重标准的所作所为，

早已为国际社会所洞悉，常常沦为笑

柄。比如，针对美国副总统彭斯假惺

惺提醒他国“勿轻易掉入中国的‘债务

陷阱’”，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财政、税收

和经济事务常务委员会主席阿萨德·
奥马尔直言：“当他们自己投资时，称

这是出于贸易目的。当中国投资时，

他们就描述成奴役小国的阴谋。这是

虚伪的双重标准！”“美国在对别人提

要求时，自己也需遵守规则。”华盛顿

的诸多做法让美国前财长雅各布·卢

不得不给出这样的提醒。

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地球村，

世界各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

增强规则意识，在通力合作中共同应

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美

国一些政客无权以牺牲别国正当利

益为代价来维护自身优势地位，更不

可能靠缺少道义的鲁莽之举“再次伟

大”。奉行双重标准、搞所谓的“美国

例外”，就是蓄意破坏国际规则，严重

冲击国际关系体系的稳定。正如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

克斯所说，在各国利益密切交融、命运

息息相关之时，“美国例外”的论调很

可能让美国变成“21 世纪的无赖国

家”。世人心中自有一杆秤。不管是

谁，违反国际公认的规则和标准胡来，

到头来只能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署名文章

“美国例外”是有害的文明优越论
——双重标准必将失败

钟 声

从大白兔奶糖唇膏、回力球鞋到
故宫日历、改良旗袍……近年来，以新
制造为代表的新国货频频刷屏，一股
浓浓的“国潮”风在当下流行开来。

究竟什么是“国潮”？看似平常的
国货是如何引爆潮流的？记者对此进
行调查。

有一种潮流叫“新国货”

晨光文具与京剧“联姻”，将生旦
净末丑的扮相绘于文具之上，瞬间火
爆市场。而因文创的融入，晨光把看
似几块钱的小买卖做成了年营收80余
亿元的大生意。

一支笔的蜕变，折射了国货的“复
兴”。

回力小白鞋“踏上”国际时装周、非
遗刺绣的卫衣“变身”街头流行……融
入文化内涵、接轨世界潮流的新国货给
人以新感觉。买国货、用国货、晒国货，
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中流行。去年“双
11”当天，天猫平台上 237个成交额破
亿元品牌中，国货品牌占比过半。

“让年轻人喜欢是国货转变最明
显特征，也是‘国潮’兴起的关键。”中
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辉说，以
90后为主体的“国潮青年”正成为新国
货的消费主力。

国货不仅“潮”在产品，更“潮”在
走进生活的方式。体验式消费、网红

“带货”、短视频传播等都加速国货走
进年轻人的视野。

抖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4月，国
货品牌内容量增长807%，传播量同比

增长188%，其中，小米、王老吉等诸多
国货品牌与抖音联合推出“快闪店”

“挑战赛”等形式，拉近了与用户距离。
“国潮”的背后是供给的创新。一

系列为满足年轻人对品质、文化、个性
等需求的创新，正推动国货不断焕发
新的神采。

有一种创新叫“新制造”

把国货变“潮”的，是全新的制
造。当前，我国已进入了大力发展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优质品牌的新阶段。
曾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逐渐引
领起世界风尚。

“新制造”首先新在创意。
月光白的底色配上一朵朵京绣的

月季花，传统的图案重新设计提升，呈
现在西式手包、名片夹、化妆镜等载体
上，便成了“母亲节”的爆款。

“用年轻化的语言对非遗进行解
码，就会让人耳目一新。”制作方融今
文化创始人殷丽莉说，当前，立足于传
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生活美学价值的
产品愈发走俏。

“新制造”也新在科技。
外观像咖啡机，打开却是电饭

煲。不久前，小家电品牌九阳在伦敦
发布的蒸汽饭煲颠覆传统的内胆导
热，纯蒸汽加热不仅无涂层，更最大限

度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实现蒸饭、做
菜“一键操作”。

不用手洗的无人豆浆机、智能配
菜的炒菜机器人、可远程调控的智能
冰箱……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产品，
几乎都在进行着智能革命。

“软件正在定义生活。”工信部信息
中心副主任李德文说，当前，不少带有

“黑科技”的“新制造”为年轻人追捧，这
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有一种趋势叫新融合

打破原有的产品界线，国货在跨
界中“玩”出新意。

老干妈辣酱“印上”卫衣、泸州老
窖推出香水……引爆市场的国货中，
不少是从跨界中“求新”。

围绕主业不断延伸，国货把路走
宽、把品牌打响。比如，在服装领域，
不少品牌开起了书店、咖啡屋、艺术
馆，把视角扩展到生活，让消费者找到
衣服之外的更多认同感。

服装品牌爱慕在工厂开设工坊，
以体验非遗刺绣为主的工业旅游逐渐
兴起；以陶溪川为抓手打造创客空间，
景德镇将自身变为一个文化“IP”……
把工厂“搬进”市场，生产制造也成为
时下流行的“消费品”。

“只要是中国创造、创新的产品就
是新国货。只要是打动消费者的供给，
就是新制造。”张庆辉说，未来，产品、
产业边界都将改变，不变的是所有创
新都将更加聚焦市场、聚焦不断升级的
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新华社发

新国货时代，你赶上潮流了吗？
——解码“国潮”中的新制造（上）

5月27日，“发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准备入水。当天，中国远洋综合科考
船“科学”号正式展开对马里亚纳海沟南侧系列海山的精细调查，主要利用“发
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等设备探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5月 27 日电 记者
27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党组印
发相关通知，对完善高校科研管理制
度、落实科研管理自主权、优化管理服
务、加强诚信建设、改进工作机制、完
善监督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为科研
管理“松绑”助力，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通知明确，科研人员差旅费、会
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专家咨询
费、劳务费等，由高校结合学校实际
自主确定开支标准、报销范围，优化
审批程序，简化报销手续；用于科研
活动的仪器设备、耗材备件以及服
务、工程的采购，各高校要根据科研

需要，制定具体办法，缩短采购周期，
简化采购流程；减少科研经费报销各
类证明材料，缩减审批环节，简化报
销流程，推进网络服务；自由探索类
基础研究和实施周期 3年以下项目，
不作过程检查。

通知要求，高校建立完善学术助
理和财务助理制度，根据科研需要和
科研人员意愿，统筹落实专门经费、
专职人员。各高校科研项目中提取
的间接费用，要更多用于科研绩效奖
励，加大科研人员绩效工资比重。同
时，建立检查结果共享机制，最大限
度降低对科研活动的干扰。

教育部为科研管理“松绑”：

赋予高校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

“贸易战面前，中国为什么如此从
容自信？”

“我们有定海神针！”一则网友的
回答简短有力，道出亿万中国人民的
心声。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
峰。面对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今日之
中国“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底气所在。

初心所系，力量所在

不管风吹浪打，屹然砥柱中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能

够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深
层次、根本性的变革，根本在于有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有
力领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划时代的
气魄推出力度空前的全面深化改革方
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
国作出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
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治本之策……立足
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党中央架构起新时
代治国理政的“四梁八柱”。

今日之中国，一系列创制性、根本
性的制度安排，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主心骨更加坚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从强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财
经委员会等领导作用，到密集出台一
系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脱贫攻坚、
环境保护等重大决策部署……党中央
治国理政格局更加清晰，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作用更加彰显。

一个强大的国家，必有坚强的引
领；一个强大的政党，必有坚强的核心。

任凭惊涛拍岸，我自稳步前行。

从博鳌亚洲论坛到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从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到金砖
国家领导人会晤，从 APEC 会议到
G20峰会，从展开拉美之行到访问欧
洲多国……习近平主席引领大国外
交，宣示中国主张、提出中国方案、传
递中国声音，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强
大正能量。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
6月起，全党即将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近9000万党员、450多万
个党组织，必将凝聚起更加坚强的力
量，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

决心所向，定力所在

连续 6年，每年减贫超千万人，在
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
个党组织就是一个战斗堡垒，一名党
员就是一面旗帜，这就是创造人类减
贫史奇迹的根由。

“中国共产党不是因执政而有力
量，而是有力量才执政，这种力量很重
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来自党的严密组织
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中央党校教授
辛鸣说。

这是一种怎样的宏大格局？
党的十九大，这一被外媒称为“站

在世界地图前”召开的大会，擘画了未
来30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
伟蓝图。

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
量发展，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到进一步谋划区域协调发
展；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这是一种怎样的长远视野？

从中办国办印发《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数字乡村发
展战略纲要》，到以中共中央、国务院
名义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
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5月
以来，一系列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任
务书的重大文件接连出台。

中国共产党正以一张蓝图绘到底
的定力，对改革发展稳定进行全面部
署推进。

这是一种怎样的磅礴气魄？
改革，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

当代中国的壮丽气象。
从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系统性、

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到接续推出一
系列大幅扩大开放的实质性举措；从
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到启
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
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从再次举办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谋
划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中部
地区崛起等重大区域战略……

过去一年来，党中央统筹国际国
内，科学决策，大开大合，一系列着眼
全局的大谋略、大手笔，坚定着中国发
展的信心，也稳定着外界对中国的预
期。

凝心聚力，无往不胜

5 月 23 日上午，我国时速 600 公
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按
照飞机巡航 800—900 公里的时速计
算，这是接近“贴地飞行”的速度水平。

从2016年 7月项目启动到如今样
车下线，这个项目的进度同样让人震
撼。这背后是国内高铁、磁浮领域优
势资源的超强整合，是30余家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组成的“联合舰队”的合

力攻关。
无独有偶，就在不久前，被称为

“中国最魔幻机场”的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迎来首飞，这个占地面积相当于 63
个天安门广场的新机场，建设4年多来
一直以其超凡气势和日新月异的进度
备受关注，甚至在国外社交网站上成
为新“网红”。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中国
速度”的背后，是强劲的“中国引擎”。
这个引擎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干事创业的向心力、凝聚力、行
动力。

从超级工程建设到重大科研攻
关，从脱贫攻坚到抗击自然灾害，中国
在大事要事和关键时候总能完成“不
可能的任务”，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
奇迹。

奇迹彰显制度优势。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
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开启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大幕，仅仅 2 个多月
后，25个应挂牌的新组建或重新组建
部门全部完成挂牌；仅仅 9个月后，31
个省份机构改革方案全部“出炉”。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推出近 2万
亿元减税降费政策后，4月 1日起增值
税税率进一步下调，5月 1日起降低社
保费率新政实施……政策红利迅速落
地，企业减负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党有力量，人民就有力量，国家就
有力量。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有
亿万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磅礴之力，
今日之中国，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
阻，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业。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屹然砥柱立中流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二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郑州润美广告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郑
州润美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ZYZC-H-2018-537的《债权转让合
同》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原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河南聚丰
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对
以下公告清单所列担保人享有的担保
权益及相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
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郑州润
美广告有限公司。中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郑州润美广告有限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
体。

郑州润美广告有限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
及其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其他
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郑
州润美广告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润美广告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8日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8

年 4 月 20 日折合人民币的债务本金
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郑州润美
广告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
还清之日止。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律
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
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
行清算责任。

3.下表中折合人民币债务本金金
额（元）仅供参考，债务本金余额以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书的

规定为准。
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

问，请与郑州润美广告有限公司联
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
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相关合同
为准。

郑州润美广告有限公司联系方
式：

地址：郑州航空港区鑫港花园 41
号楼

联系人：路先生
电话：15838239111

公告清单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名称

河南聚丰饲
料科技有限
公司

债务本金余额

223,987,976.80

利息及罚息

40,755,543.48

担保人名称

黄元林、河南广阔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强国财富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裕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河南惠济开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聚丰饲料
科技有限公司、罗玉峰、河南云翔实业有限公司、罗
兆伟、罗荣西、河南广达置业有限公司

原债权人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