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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铭 袁悦 王乃水

今年 58岁的詹姆斯·威尔克森在美

国印第安纳州莫嫩镇的挂车厂工作了 30
多年。在这里，他经历了挂车行业的起

起伏伏，也见证了一家中国企业如何让

这个美国中西部小镇重焕生机。

莫嫩镇位于印第安纳州西北部，距

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 160公里。提起

莫嫩，附近的居民总会想起“废弃的铁

轨”、“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和“挂车厂”。

作为曾经的区域交通枢纽，莫嫩镇

在 19世纪中叶到 20世纪 70年代曾辉煌

一时。同时兴起的还有小镇的挂车产

业，在最景气的年头，当地一家名为

“HPA莫嫩”的挂车公司雇用过 400多个

工人，足足占小镇人口的三分之一，维系

着上百户家庭的生计。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

济出现萧条，“HPA莫嫩”和千千万万的

中西部企业一样，面临减产、裁员，最后

不得不在2000年彻底关停。

“没有了工作，很多人举家搬到了别

的地方。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厂区空荡

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威尔克森回忆道。

“直到中集公司来了。”他说。

2003年夏天，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

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中集集团）来到小

镇，收购了已经破产的“HPA莫嫩”。在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立志拓展海外市场

的中集集团马不停蹄——恢复电力、重

设生产线，在当地招兵买马，成立了中集

集团的美国全资子公司——先锋挂车

厂。

和其他20多个“HPA莫嫩”的老员工

一起，威尔克森成了先锋挂车厂的一

员。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来自万里之

外的中国企业，让小镇的挂车产业起死

回生了。

“开始先锋厂里有不到40个人，很快业

务越做越好，订单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又有

了400多个工人。”威尔克森对记者说。

14年过去了，先锋挂车厂从最初的

小企业起步，如今产品占有率排名全美

第四，而威尔克森也从一名工人成了厂

里生产线的负责人。

挂车厂的繁荣让工人们重拾生活的

希望，也给莫嫩镇带来了久违的生机。

据当地官员介绍，近些年来，先锋厂的年

产值占整个小镇年产值的八成以上。

“先锋厂对于莫嫩太重要了，这里几

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在厂里工作。先锋厂

交的税，撑起了镇上的学校、医院这些最

重要的公共设施。”莫嫩所在的怀特县的

经济发展部门主管兰迪·米切尔说。

米切尔告诉记者，先锋厂的成功让

他意识到，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对于怀

特县的发展至关重要。今年，他第一次

率团前往中国，并与江苏省阜宁县签署

了友好交流城市合作协议，拉开了与中

国更多互利合作的序幕。

在先锋挂车厂的首席执行官查理·
马德看来，工厂的成功缘于中国企业对

美国市场和当地文化的尊重。“这是中国

投资的企业，由美国人在运营。”

“中美双方优势互补，中国企业很好

地融入了当地社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

上的合作。”马德说。

莫嫩小镇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中

国企业的到来。在当地人引以为豪的火

车博物馆餐厅里，代表小镇辉煌历史的

火车模型琳琅满目，而最引人注目的，莫

过于一辆在餐厅上空来回穿梭的小火

车，车头后拉着一个白色的集装箱车模

型，车身上刷的正是“先锋”字样。

新华社纽约11月12日电

伪装的“股神”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新华社记者 刘开雄 潘清 孙飞 刘慧

近来，上海股民朱林军几乎每天都接

到好几通电话，或要求加微信好友，或邀请

加入推荐股票的微信群。朱林军加入了一

个群，里边的“老师”每天推荐的股票的确

出现了大幅上涨，这让他很心动。不过很

快，“老师”就向他提出了3个月收费1.8万

元的要求。

实际上，向朱林军荐股的“老师”们很可

能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10月，中国证券业

协会最新公布《非法仿冒证券公司、证券投

资咨询公司等机构黑名单》，曝光了228个非

法仿冒机构网站、含有非法内容的网页、博

客等。中国证监会也正在修改完善相关规

章制度，加强对非法推荐股票的监管。

涉案金额超4亿元

对于朱林军来说，他是刚刚进入圈套

的边缘，不少股民则落入了陷阱。据中国

证监会披露，一位陕西的投资者在购买了

某荐股软件后，又缴纳了 1.5万元的“会员

费”，接受所谓的“荐股服务”。在遭遇投资

损失后，他被告知软件版本不够高，需要再

次缴纳1.6万元升级费。此后，这位投资者

再次缴费升级，再次投资遇损，这些“老师”

们却电话停机，消失无踪。最终，监管机构

调查发现，此案受害者较多，仅其中一个账

户涉案金额就达30多万元。

2016年11月，深圳市公安机关侦破一

起特大网络股票诈骗案，受骗人员超过 3
万人，涉案金额4亿元以上。据调查，犯罪

嫌疑人以虚假公司为掩护，通过代理商团

队发展客户，诱使客户用虚假行情软件实

施诈骗。涉案嫌疑公司位于新西兰，其通

过在境外架设服务器，以所谓开发炒股软

件，在中国境内大肆发展代理商。

这些代理商组建团队并安排业务员通

过QQ互加好友的方式发展客户，以学习

炒股为名，拉拢客户进入QQ群和视频直

播间。代理商成员根据分工扮演讲师、分

析师、客户等角色，对群内讲师的炒股技术

进行吹捧，诱骗客户。

传说中的“股神”到底是些什么人？据

监管部门有关人士介绍，有的是专业的诈

骗团伙，有的是与市场“庄家”勾结、利用股

民“抬庄”的“托儿”，还有的是专业投资咨

询机构的营销人员违规拉客户。业内人士

说，有的所谓“股神”甚至从来不炒股、不看

股票，就是把各种二手信息拼拼凑凑。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石建勋表

示，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交互的时代，“黑

嘴”较多地活跃在各种论坛、股吧或博客

中。随着上述渠道逐渐受到监管，他们开

始向微信移动。因为这种“点对点”的社交

渠道比以往的传统渠道更具隐蔽性。

揭荐股牟利的种种“套路”

如果推荐的股票真的那么牛，荐股的人

为什么不自己炒股赚大钱呢？记者调查发

现，荐股牟利的手段不外乎以下几种方式：

——推销“荐股软件”，以免费使用的

方式拉客户，随后就以升级等各种名义，诱

骗投资人购买软件以便享受“荐股服务”。

——冒充正规券商或持牌机构，从非

法渠道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电话、短

信、邮件等方式拉拢投资者上套。

——设立“牛股”公众号、微博等吸引

关注，在各种QQ群、微信群，通过所谓的

“专家”“老师”指导，赚取高额“服务费”。

——性质恶劣的“荐股割韭菜”。典型

案例就是“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汪建

中的手法就是提前买入，逢低建仓，发布推

荐报告，再拉高股价抛出股票获利。

“现在的互联网荐股乱象层出不穷。

既有QQ群收费荐股，也有私募微信群真

假内幕消息满天飞，更有各类无证网站荐

股、电话骚扰荐股。隐藏在其背后的，甚至

可能是怂恿散户抬庄、进而操纵股价从中

渔利的不可告人的动机。”武汉科技大学金

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

合法与非法界限何在？

我国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相关法律

条文指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

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或者非

法从事资金结算业务的。

“涉案金额达到30万元或违法所得达

到5万元，就可以追诉。”中国证监会打非局

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刑法的标准，现在的

非法荐股行为绝大部分已经触犯了刑法。

获得中国证监会许可的持牌机构，包

括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咨询公司，都可以

在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进行

查询证实。中国证监会机构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对于荐股行为，我国有明确法律法规

约束，不仅有持牌和从业资质的要求，同时

有对其在媒体上荐股的专项规定。

目前，证监会正在针对较早出台的一

些条例进行修改完善，以适应当前新传播

形势下的监管需要。在加强对持牌机构监

管的同时，证监会各派驻机构联合地方相

关机构，建立监测网络，并通过“黑白名单”

的方式及时曝光披露。

中国证券业协会等行业组织也积极参

与，持续曝光非法仿冒机构网站，含有非法

内容的网页、博客等。

受访专家表示，可以对涉及证券信息

传播的规模较大的各类群进行技术监管，

及时发现存在于其中的违法违规现象。同

时，此类案件从发现线索到调查取证再到

依法处理，周期较长，且取证难度较大，因

此需要投资人提高警惕，不信谣、不传谣，

不盲目跟风。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这是一次互利共赢的商业合作
——商务部副部长俞建华谈中美经贸成果清单

美国小镇里的中国企业

QQ微信“牛股推荐”满天飞

神秘“股神”到底是何方神圣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日前，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取得了一系

列经贸成果，备受关注。成果清单释放了

什么信号？对两国经贸发展分别产生什

么影响？未来将如何进一步推进中美经

贸合作？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

副代表俞建华13日接受了记者采访。

中美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为中美经贸合作

发展做出了规划，绘制了蓝图。据俞建华

介绍，此次中美经贸成果可分为三个方

面：

在商业成果上，两国企业家共签署34
项合作协议和意向。其中，贸易项目 26
个，金额 1088 亿美元。双向投资项目 8
个，金额 1447亿美元（包括赴美投资项目

3 个，金额 1317 亿美元；来华投资项目 5
个，金额130亿美元）。

在商务活动上，中美两国商务部成功

举办中美企业家对话会，美方贸易代表团

的28位重量级企业家与中方20位商界领

袖，以及 8位中国部委负责人就如何进一

步推进两国企业深入合作进行了建设性

对话和讨论。

在扩大开放上，两国民航当局签署了

《适航实施程序》；中方宣布将在证券、基

金和期货公司、银行、寿险、汽车等领域采

取进一步开放举措。同时，要求美方采取

切实措施，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

制、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义务、停止对华 301调查、公平对待中

国企业赴美投资，并慎用贸易救济措施

等。

俞建华表示，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

容。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

在构建命运共同体中担负着特殊的责任，

首先要构建中美利益共同体，做大中美利

益的“蛋糕”，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

“这些成果是企业作为主体、按市场

原则进行谈判、达成的协议合同和合作意

向。”他说，此次商业成果的金额创下历史

纪录，充分表明中美经贸合作有着广泛的

民意基础，深得两国业界拥护，合作前景

广阔。

成果体现互利平衡
开放才能真正强起来

此次中美之间达成的成果清单内容

丰富，但部分网民认为，清单中中方对美

方开放力度很大，但对美方只提了一些要

求，看上去开放程度似乎并不对等。

“此次双方达成的经贸成果双向互

利、大体平衡，是一次互利共赢的商业合

作，将给中美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实实在

在的利益。”俞建华说，例如，中石化公司

牵头参与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一旦

实施可在当地创造约 7万个就业岗位，同

时，也可为中国每年减少 8000万吨二氧

化碳排放。

“谁都不会做亏本的买卖，谈不上单

方让利。”俞建华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

口国，不应跟出口好、进口坏的邪风。当

今国际贸易是在全球价值链条件下进行

的，进多少出多少反映出各国在价值链中

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抽象地去谈出口好还

是进口好是不科学的。

在市场准入方面也是如此。俞建华

指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是十九大报告

的明确要求，是中国自身发展和改革的需

要。而且报告提出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强不是关起门来强，只有在开放竞争条件

下，才能真正强起来。

还有观点认为，这次达成的商业成果

很多都是“存量”，不是“增量”，或是对以

往已达成成果的“再包装”。对此，俞建华

表示，中美双方在项目收集过程中，已排

除那些“再包装”的项目。一些项目或许

此前达成了初步共识，在此次最终敲定，

比如波音飞机采购协议。“打个比方，一年

前的订婚，是个好消息。但一年后双方举

行婚礼了，谁说这不是好消息呢？”

未来要做大中美合作
“蛋糕”管控好贸易分歧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

系搞好了，全世界都会从中受益。搞坏

了，不仅两国受损，全世界贸易、经济都会

受到影响。未来中美两国经贸合作该如

何推进？

俞建华表示，此次双方达成的众多协

议，是下一步中美合作的重要基础。商务

部会密切跟踪双方合作进展情况，推动企

业落实好，使之真正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

新增长点，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注入新动

能。

未来，商务部将从两方面入手，使经

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继续发挥好“压舱

石”和“推进器”的作用。

一方面是做大合作“蛋糕”。他说，中

美经贸合作潜力巨大，有广泛基础，未来

我们愿提升中美务实经贸合作水平，加强

与美方在国际治理中的协调合作，回应两

国业界关切。

另一方面是管控好分歧。“目前中美

两国每年新增的货物、服务贸易和双向投

资额超过 7500亿美元。这么大的合作规

模，有点磕磕碰碰是正常的，关键是要理

性对话，增进互信，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好

办。”俞建华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是没

有出路的，到头来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