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6日电 美国
商务部16日发布声明说， 由于中兴通
讯公司违反与美国政府去年达成的和
解协议，将对该公司执行为期7年的出
口禁令，这意味着7年内美国企业不能
向中兴提供产品。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随后表
示， 中方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经
营过程中，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政策，合
法合规开展经营。 中兴公司与数百家
美国企业开展了广泛的贸易投资合
作， 为美国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
位。希望美方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并
为企业创造公正、公平、稳定的法律和
政策环境。 商务部将密切关注事态进
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
企业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兴通讯与美国财政部、商
务部和司法部2017年3月达成的和解

协议， 中兴通讯同意支付约8.9亿美元
罚金。同时，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兴的3
亿美元罚金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被
暂缓执行。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的声明说，
在2016年和解协议谈判期间， 以及
2017年暂缓执行期间， 中兴违反了相
关和解协议内容。

2016年3月，美国政府以中兴通讯及
其三家关联公司违反美相关出口禁令为
由，将中兴列入出口限制名单，限制美国
供应商向中兴出口包括芯片在内的美国
产品。 在2017年3月和解协议达成后，中
兴被从美国出口限制名单中移除， 中兴
与美国供应商的业务恢复正常。

作为全球主要综合通信解决方案
提供商之一， 中兴通讯与众多美国供
应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全美
近13万个高科技就业岗位提供支持。

美商务部禁止美企业
向中兴通讯出口产品

我商务部:随时准备采取措施维护中企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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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王亮 周倜） 记者今天从省体
育局了解到，2018中华龙舟大赛长沙·芙蓉站将于4月21日至22
日在浏阳河芙蓉区段东屯渡浏阳河大桥与人民路浏阳河大桥之
间的水域举行，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6支队伍、逾千名选手
参加。我省有长沙千龙湖等10支队伍亮相。

中华龙舟大赛创办于2011年，至今已连续举办八年，是
目前国内级别最高、竞技水平最高、奖金总额最高的龙舟赛
事。2017年中华龙舟大赛首次落户长沙，比赛日浏阳河边人
声鼎沸，围满了观看比赛的群众。

今年的长沙·芙蓉站分职业男子组、男子精英组、公开混合组
和青少年组（男、女子），项目有100米、200米以及500米直道赛。
与去年相比，本次长沙·芙蓉站进行了若干调整：组别上取消了职
业女子组， 增设男子精英组和公开混合组；赛程上调整第一个比
赛日为全天，第二个比赛日为决赛日；为进一步鼓励和表彰队伍
参加比赛，赛事总奖金从80万提升到了150万。

赛事志愿者服务全部就绪，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派出的300
名志愿者将被分入新闻宣传部、后勤保障部、竞赛部、综合协调
部4个大组，为赛事“保驾护航”。

21日到浏阳河观龙舟大赛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17日在回答中美经贸摩
擦有关问题时表示， 如果美方任性妄
为，继续逆潮流而动，中方必将严阵以
待，毅然亮剑，打赢这场多边主义和自

由贸易的保卫战。
华春莹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

前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是多边主义同
单边主义、全球自由贸易同贸易保护主
义的斗争。连日来，国际社会多方纷纷

呼吁美方尊重世贸组织， 遵守多边规
则。美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107
家商贸协会联名反对美方这种损人害
己的行为。

“如果美方任性妄为，继续逆潮流

而动，我们必将严阵以待，毅然亮剑，打
赢这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保卫战。
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中方正当合法权益，
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和规
则。”华春莹说。

外交部谈中美经贸摩擦：

如果美方任性妄为 中方必将毅然亮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43 0 7 5 0 1 3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18706400.2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00 8 3 0
排列 5 18100 8 3 0 5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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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通讯员 陈剑岷）4月15日，2018安
乡堤垸文化“云创环湘”杯雷克斯自行车挑战赛在安乡县大湖
口镇落幕，来自全国的337名选手参赛。最终，河北捷安特恒德
贸华车队的李昕获男子公路组冠军，湖南“老司机”陈湘源问
鼎山地大师组，女子组冠军由湖南一姐袁薇夺得。

安乡堤垸文化自行车挑战赛完赛

� � � �从太原市出发，往北百
余公里就到了娄烦县静游
镇峰岭底村，这里是中国共
产党早期领导人、著名政治
活动家高君宇的出生地，也
是他16岁以前一直生活和
学习的地方。1896年10月，
高君宇出生在当地一个有
名望的大户人家。受父亲的
影响，他思想活跃，赞成新
生事物，向往变革与革命。

1916年，高君宇考入北
京大学， 参加各种进步社
团，广泛接触有进步思想的
老师和学生，在北大崭露头
角，成为学生领袖。1919年参加领导了五四运动，带领学生上街
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组织各校罢课，发表革命文章。

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锤炼，使高君宇更加坚定了马
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自觉担当起在中国大地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重任。1920年，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发起组织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并在长辛店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职
工联合会，领导发动了北方早期的工人运动。1920年冬，高君宇
加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高君宇是全国50余名党员之一。

1924年夏天，高君宇回到山西筹建共产党组织。1924年下半
年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先生秘书。1924年底陪同孙中山北上，协
助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1924年12月起任中共中央
北方局委员。1925年3月5日在北京病逝，时年29岁。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
之迅忽。”———这是高君宇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诗，也是他
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据新华社太原4月17日电)

“生如闪电之耀亮”

青年先锋高君宇

� � � �高君宇像 新华社发

1 案情究竟怎样
事件源起于2016年11月2日，演员

赵薇控股的龙薇传媒成立， 注册资本
200万元。 但注册资本未实缴到位，也
没有开展业务。仅51天后，龙薇传媒即
与万家集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拟收
购万家文化29.135%股份。

然而， 收购一事刚拉开帷幕就备
受市场关注。收购公告后仅20天，在上
交所的问询下， 龙薇传媒通过万家文
化披露收购资金来源， 在其用于拟收
购的30.6亿元资金中， 自有资金仅0.6
亿元，杠杆率达到惊人的51倍。

问询同时， 龙薇传媒的融资也越
发不顺。2017年2月13日，因融资问题，
收购计划“缩水”至3200万股、5.29亿
元，不足原协议两成。3月31日，万家文
化再发公告，终止股份转让事项。

至此，这场闹剧以“不追究违约责
任”结尾。

2 是否误导市场

龙薇传媒认为“贸然公告”行为不
构成误导市场。其辩称，公司成立后的
经营活动、 资金筹集不应成为信披违
法的考量； 证券法规定达成收购协议
后，必须三日内公告，因此“贸然公告”
的指责不能成立。

证监会驳斥称， 公司法有关于社
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等社会责
任要求，不允许借“意思自治”“契约自

由”为名误导投资者，收购行为必须严
格恪守证券法等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
监管； 龙薇传媒对其资金实力描述也
有误导性；且收购行为有违常理。

资金实力描述也被认为有误导。
龙薇传媒曾披露， 赵薇及其配偶黄有
龙投资有多家上市公司股权， 截至12
月31日，相关资产总价值约56.63亿元。
但在融资受阻时， 却称大部分资产在
境外，无法调动“还款能力”。

行政处罚书中对此判定， 龙薇传媒
在自身境内资金准备不足， 相关金融机
构融资尚待审批， 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
情况下，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且贸
然予以公告， 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
误导。

3�是否对市场产生
严重影响

龙薇传媒在万家文化控股权转让
过程中的行为， 是否对公司股价和市
场产生了严重影响？

自龙薇传媒宣布收购开始， 万家
文化股价经历“过山车”。截至2017年7
月21日，万家文化收盘报9.03元，较最
高点重挫逾六成， 与2016年11月28日
首次停牌前的股价相比也下跌了
45.2%。

对此，龙薇传媒辩称，万家文化在
收购期间的股价受到收购事项本身及
公司其他事项的多重影响，系证券市场
的正常反应。

证监会调查发现， 龙薇传媒在未
进行资金充分筹备情况下， 运用高杠
杆收购境内上市公司， 在股权转让协
议签署后才着手寻求金融机构融资，
并且短时间内不断变更控制权转让事
项，后又完全终止股权转让。

证监会认为， 以上事实足以认定
龙薇传媒的行为，“造成万家文化股价
大幅波动，引起市场和媒体高度关注，
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 损害了中小投
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市场的公平、公正、
公开。”

4 是不是罚轻了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万家文化、
龙薇传媒被处以60万元罚款，赵薇、黄
有龙等当事人被处以30万元罚款。区
区数十万元的惩戒难免让市场产生处
罚过轻的质疑。然而，按照现行证券法，
这已经是监管机构在查处信息披露违
法时， 能够给予信息披露义务人及直
接责任人的“顶格”处罚。

事实上，无论是信息披露违法，还
是欺诈发行、内幕交易，违法成本和收
益之间的严重失衡， 一直是困扰资本
市场的顽疾。新一轮证券法修订，也将
大幅提高违法成本作为重点之一。

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副会
长宋一欣律师表示， 改变的方向应是
按违法金额的比例和倍数确定罚款数
额，以取代现行的定额法。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市场关注这几大焦点赵薇夫妇被罚

� � � �中国证监会16日晚间公布对万家文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黄有龙、赵薇、孔德永实施5
年证券市场禁入，并对万家文化、龙薇传媒处罚款60万元，对孔德永、黄有龙、赵薇、赵政处罚
款30万元。回看这起事件，案情本身究竟怎样、是否构成误导市场、对市场是否有严重影响、
是不是罚轻了等焦点问题，颇受市场关注。

� � � �赵薇夫妇拟超高杠杆入主万家文化一案尘
埃落定！一场空手套白狼的闹剧，最终以监管部
门的一张严厉罚单落幕。

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空手套白狼、违规披露
信息、发布虚假信息等资本市场乱象，既给广大
投资者带来了巨大损失，也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
秩序。通过向赵薇这样的明星开出罚单，证监会
再次宣示重拳打击证券市场乱象的决心。

凭借出演“小燕子”一角，赵薇红遍大江南北。
之后，她头顶明星光环，成功跨界进入资本市场，赚
得盆满钵满，曾被称为“女版巴菲特”。2016年底，赵
薇夫妇高调宣布斥资30.6亿元拿下万家文化的控股
权，赚足眼球。许多购买万家文化股票的股民坦言，
自己就是冲着赵薇的“名人效应”和信用，购买该股
票的。没想到，又着了空手套白狼的道。

30.6亿元的收购资金， 除了6000万元的自有资
金，剩余资金均为借款，杠杆比例高达51倍。事件虽
最终被识破，但股民们可就亏惨了：该股复牌后，股
价由最高25元一路走低至目前的6元多。

作为公众人物，名人更应严格自律，做遵纪守
法的模范。然而，赵薇夫妇任性透支“名人效应”，
将其作为空手套白狼的资本， 导演了这场收购闹
剧。 证监会称， 龙薇传媒在自身境内资金准备不
足，相关金融机构融资尚待审批，存在极大不确定
性的情况下，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且贸然予
以公告，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

其后果是名誉扫地，损人害己。此次证监会开
出“顶格”罚单，5年内资本市场将再无“小燕子”传
奇！接下来，可能更令赵薇夫妇头疼的是，信用的
丧失、股民的谴责和潜在的索赔风险。

期待证监会的监管能持续到位给力，让更多
类似的“小燕子”无法搅乱资本市场，用规则撑起
资本市场的清朗天空。

“名人效应”
岂能任性透支

肖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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