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罄竹难书！美国人口贩运罪行史话
□新华社记者

柳丝

于荣

美国国务院日前公布所谓年度“贩运人口报
告”，对其他国家横加指责、污蔑抹黑，对自身严
重问题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并且把自己列为
全球“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让世界再次见证了
这个
“双标大国”
贼喊捉贼的套路。
事实上，靠着长期血腥残暴贩奴勾当起家的
美国，至今依然未改其“黑暗传统”，多年来继续
放纵贩运人口这一“最肮脏的犯罪行为”。大量
案例、数据、控诉告诉世人，美国是强迫劳动、奴
役受害者的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堪称罪
恶昭彰的人口贩子和反人类罪犯。

血腥贩奴历史

【述说】：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长距离强迫人口流动。1619 年，第一批有记
录的非洲黑人被运抵北美詹姆斯敦，开启了黑人
在这片“新大陆”惨遭奴役的血泪史。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奴隶制在北美各殖民地普遍存在。关
于非洲奴隶上岸后的遭遇，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网站文章这样描述：
“ 男女被分开，赤身裸体，紧
紧地捆在一起……还有大量儿童。”黑奴自幼便
被迫劳动，成年后更是会在严苛的环境下从事高
强度劳动，甚至遭受奴隶主的残暴虐待，毫无人
权可言。
——美国 1776 年独立时蓄奴是合法的，乔
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等不少开国元勋都是
奴隶主。
《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享
有这一所谓“平等权利”的人并不包括奴隶和非
洲裔美国人。美国最早的宪法也默许了黑奴的
存在。直到 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才颁
布宪法第 13 修正案，宣布废除奴隶制。但此后
近一个世纪，美国南部多州又颁布了一系列对黑
人实行种族隔离或其他歧视性政策的法律，即
“吉姆·克罗法”。这些法律直到 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期间才相继被废除。
——在美国贩卖黑奴历史上，
“克洛蒂尔达”
号帆船有着标志性意义，这艘船被认为是有记载
的美国最后一艘奴隶船。美国自 1808 年开始禁
止从非洲运送奴隶，但蓬勃发展的棉花产业对奴
隶劳工需求巨大，
因此美国一些种植园主无视法
律继续从非洲贩运奴隶。根据美国《史密森学会
杂志》网站报道，
1860 年 7 月，
“克洛蒂尔达”
号载
着 100 多名
“被捕获的非洲人”
趁夜色潜入莫比尔
湾，
然后沿莫比尔河逆流而上，
把奴隶交给当地一
些奴隶主。船长威廉·福斯特随后下令将船驶到
上游，
将其烧掉并沉入河中，
以销毁犯罪证据。近
年来对该船只残骸的调查显示，黑人奴隶在长达
6 周的航行中几乎只能一直挤在无法正常站立的
低矮货舱里，
受到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数说】：
1250 万——据“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
统计，在奴隶贸易史上，1514 年至 1866 年间至
少有 3.6 万个“贩奴远征队”，累计有超过 1250 万
非洲人被贩运到“新大陆”，这还不包括旅途中死
去的许多人。
395 万——德国斯塔蒂斯塔调查公司数据
显 示 ，1790 年 ，美 国 有 近 70 万 名 黑 人 奴 隶 。
1860 年，美国有超过 395 万名黑人奴隶，而全美
自由的非洲裔美国人仅有不到 49 万人。这意味
着，
当时的非洲裔美国人近九成是奴隶。
600——美国历史学者亨利·温采克在《山
之主：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奴隶们》一书中披露，
《独立宣言》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一生
拥有过 600 多名奴隶，在他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蒙
蒂塞洛庄园，
无论何时都至少有约 100 名奴隶。
80%——根据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
逊故居官网“詹姆斯·麦迪逊的蒙彼利埃”数据，
奴隶制经济曾是驱动美国经济的主要引擎。奴

隶制经济并不只局限于南方，甚至那些拥有较少
奴隶人口的州也从奴隶劳动中获利。从弗吉尼
亚的烟草种植到罗得岛的造船业，都与奴隶制经
济相关。1850 年，美国 80%的出口产品都是由
奴隶生产的。
【诉说】：
——2019 年是第一批有记录的非洲黑人被
运抵北美 400 周年，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当时曾
评价说，1619 年的这一事件是美国历史的开端，
美国的繁荣是建立在黑人劳动力被榨取的基础
上，
“一代又一代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但
被忽视的角色”
，
而他们却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美国史密森学会秘书长朗尼·邦奇说，
“克洛蒂尔达”号的故事表明，奴隶贸易直到美国
内战初期仍是多么普遍的现象。
——美国史密森学会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与
文化国家博物馆专家玛丽·艾略特说：
“今天有很
多这样的例子，比如 1921 年的塔尔萨大屠杀，有
些人说它从未发生过。现在，因为有了考古学、
档案研究以及族群的集体记忆，这些历史事实再
也无法被反驳。
”

虐待非法移民

【述说】：
——今年 3 月，来自洪都拉斯的埃尔默·马
尔多纳多带着 1 岁的儿子在穿越墨西哥与美国
南部得克萨斯州之间的边境时，被美国移民部门
拘留。这对父子起初只能瑟瑟发抖地睡在户外，
之后被转移至拥挤的拘留中心，在那里等待命运
的安排。这是成千上万非法移民在美国悲惨遭
遇的一个缩影。据美国媒体报道，很多没有父母
陪伴的非法移民儿童会被送到联邦收容所，那里
人满为患、条件恶劣。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曝光
的一组来自美墨边境临时拘留中心的照片显示，
孩子们被用塑料板分隔开，身上盖着铝箔制应急
毯，
拥挤地躺在地垫上，
景象触目惊心。
——在拘留过程中，女性也常遭受残酷对
待。2020 年下半年，数十名来自拉美和加勒比
海国家的女性移民向美国佐治亚州法院提起集
体诉讼，指控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拘留中心的
医生在没有征得她们同意的情况下，为她们进行
了不必要的妇科手术，甚至强行摘除子宫，对其
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非法贩运牟利
——新冠疫情发生后，由于许多拘留中心防
【述说】：
疫条件通常较差，导致被拘留者很容易被感染。
——2014 年，危地马拉蛇头阿罗尔多·卡斯
2020 年 7 月，在被送入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处非
蒂略告诉阿尔贝托一家，只需缴纳 1.5 万美元，他
法移民拘留中心三个月后，38 岁的危地马拉人
们的孩子就可以到美国学习、工作，过上好日
埃拉尔多·马伦布雷斯感染了新冠病毒。
“ 高烧、
子。当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没关系，到美国有了钱
全身疼痛、吃什么吐什么、没有味觉。我感觉糟
再还也不迟。然而，这些怀揣“美国梦”的危地马
透了，就像是在慢性自杀。”马伦布雷斯回忆道。
拉人，到美国后不久便被卖到农场里，像奴隶一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才逐渐康复。而 57 岁的
样被压榨。
萨尔瓦多人卡洛斯·埃斯科瓦尔则没有那么幸
——2017 年 7 月，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
运，他在美国一处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待了 4 个
尼奥市一辆厢式货车被发现塞进了近 40 人，其
月，
最终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
中 9 人被活活闷死，其他人则处于脱水和中暑状
【数说】：
态，多人情况危急。该市警察局长威廉·麦克马
85 万——美国政府暴力对待非法移民，对
纳斯坦言，这是一起“可怕的人口贩卖案件”，而
他们大规模实施骨肉分离政策，明显违反国际人
此类事件时有发生。
权法及人道主义精神。2019 年，共有约 85 万名
非法移民在美国南部边境地区遭到逮捕，他们大
——在美国的人口贩运案件中，女性占据相
多遭受粗暴对待，人权遭到肆意践踏。2017 年 7
当大比例，其中许多是“性贩运”受害者，最终沦
月至 2020 年 7 月，美国移民部门在南部边境地
为色情行业的牺牲品。据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
区强行将 5400 多名儿童与身为难民或非法移民
2019 年 12 月报道，希尔顿等 12 家美国大型连锁
的父母分开关押，
多名儿童在拘押期间死亡。
酒店被指控，对于女性沦为性奴的犯罪活动视若
2 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020 年 9 月
无睹，甚至为此提供便利以从中牟利。
报道，2020 财年共有 21 人在美国非法移民拘留
【数说】：
所中死亡，是 2019 财年死亡人数的 2 倍多，创下
1.15 万 ——2004 年 美 国 国 务 院 曾 公 开 承
2005 年以来的最高值。
认，每年被贩卖至美国的人口在 1.45 万至 1.75
100 天——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 2020 年
万左右。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北极星计划”披露，
10 月报道，大量非法移民儿童长期被羁押。数
2015 年美国“全国人口贩运热线”共处理 5700
据显示，近几年曾被美国政府拘留的 26.6 万名非
多起人口贩卖案件，到 2019 年这一数字已达到
法移民儿童中，有逾 2.5 万人被拘留超过 100 天，
1.15 万起，比 2015 年翻了一番。
近 1000 人在收容所中度过了一年多时间，有的
98% —— 美 国 人 口 贩 运 研 究 所 发 布 的
甚至被拘留超过 5 年。
《2020 年联邦人口贩运报告》显示，2000 年至
【诉说】：
2020 年美国有案可查的“ 性贩运”案件中，有
——美国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亚历山德里
30%的受害者是在互联网上被诱骗。报告显示，
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2019 年通过社交媒体
98%的人口贩运案件涉及女性受害者，其中 91%
披露：美国边防巡逻站把移民“当作动物对待”，
的人来自美国。
构成“系统性虐待”。她亲眼目睹，遭关押的女性
1.5 万至 5 万——美国反人口贩卖组织“递
没有水喝，管理人员让她们“喝马桶里的水”。她
送基金会”2020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每年有
写道：
“我挤进一间关押女性的监室，开始与她们
1.5 万至 5 万名妇女和儿童被迫成为性奴。
攀谈，其中一人把边防人员对待她们的方式称作
【诉说】：
——美国国务院监测和打击人口贩运活动 ‘心理战’……不只是孩子，人人如此。人们喝马
桶里的水，
而边防人员在国会议员面前大笑。
”
办公室前负责人刘易斯·德巴卡说：
“这不是某一
——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网站 2019 年 7 月
个烂苹果需要处理的问题，而是整筐苹果都有问
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
题。多年来，美国酒店业明知道‘性贩运’——特
特对美国拘留中心脏乱拥挤、缺医少食的恶劣条
别是儿童‘性贩运’活动在其经营场所发生，但却
件深感震惊，指出那里关押的儿童可能受到国际
没有加以制止。
”
法所禁止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
——美国反人口贩运研究会共同创始人杰
夫·罗杰斯说：
“ 美国是世界第一的性消费国，是
强迫劳动普遍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推升了需求……这些人贩子
【述说】：
就用供给来填补这一需求。但美国的需求如此
——美国沃克斯网站 2015 年一篇文章这样
之大，以至于他们用我们自己的孩子来填补。
”

举例：墨西哥或菲律宾的一个人，发现只要支付
数千美元，就可以得到在美国的一份护士工作和
绿卡。而当她“移民”到美国后，才发现这些是谎
言，自己得到的不是绿卡，而是限制性的临时工
作签证。她不能当护士，只能做家庭佣人，她的
护照等证件都被锁起来了，不能出门，食宿开支
从工资中扣除……文章说，这类事件在美国十分
普遍，但没人确切知道有多少受害者。研究人员
估计，仅在农业领域就有成千上万人被强迫劳
动，其他行业强迫劳动的情况也很普遍，包括家
政、建筑、餐饮和酒店行业。受害者可能来自世
界各地，
有些人甚至拥有硕士、博士学位。
——根据美国城市研究所和美国东北大学
2014 年一份研究报告，美国执法部门常常不帮
助被强迫劳动的受害者，有时甚至站在人贩子一
边。例如，在一起案件中，一名农场主向一名试
图逃跑的被强迫劳动的农场工人开枪，而当警察
到来后，却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了这名农场工
人。通常，受害者没有能力起诉人贩子，大多数
律师也不愿花时间去帮助他们，导致他们经常得
不到报酬或虐待赔偿。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7 年报道说，曾
在美国驻伊拉克新使馆建设工地工作过的美国
人罗里·梅伯里证实，承包商曾要求他带领 51 名
菲律宾工人经科威特转机前往巴格达，但这些人
的机票却显示，目的地是阿联酋迪拜。梅伯里
说，公司经理要求他不要告诉工人他们的真正目
的地是巴格达，公司还没收了工人的护照。负责
调查此事的美国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亨利·韦克
斯曼说：
“ 主要承包商涉嫌在使馆建设项目中强
制用工，违反了反人口贩卖法，并向伊拉克和全
世界传递了美国在尊重人权方面的错误信息。”
五角大楼当时也承认，在伊拉克的美国项目承包
商中存在比较普遍的强迫劳动问题。
【数说】：
50 万——美国的“合法奴隶制”结束于 1865
年，但强迫劳动的问题一直延续至今。据一些行
业协会统计，美国至今仍有约 50 万名童工从事
农业劳作，很多孩子从 8 岁起开始工作，每周工
作长达 72 小时，
童工死亡案件屡有发生。
10 万——过去 5 年，每年被贩卖至美国从事
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 10 万人，其中一半被贩卖
到
“血汗工厂”
或遭受家庭奴役。
71%——美国城市研究所和美国东北大学
2014 年一份报告显示，
71%的强迫劳动受害者在
到达美国时拥有合法签证，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
受害者是当家庭佣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工作。
这些外籍佣人通常与雇主居住在一起，这意味着
他们容易被雇主完全控制，
甚至与外部世界隔绝。
【诉说】：
——美国丹佛大学学者克丽西·巴克利说，
美
国强迫劳动现象之所以难以禁绝，一方面是因为
利润丰厚，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立法不力和执法
效率低下，
作恶者被起诉的风险很小。强迫劳动问
题最普遍的领域是家政、
农业、
工业、
色情业等，
其
对廉价劳动力有很高需求，
并且美国法律很少要求
或者不要求对这些领域的工作条件进行监管。
——
“反奴役国际”
组织将农场工人描述为
“美
国经济中收入最低、
受剥削最严重的工人”
。这些
人缺乏其他美国工人享有的权利，
他们经常在没有
医疗保险、
病假、
养老金或工作保障的情况下工作，
而这正是
“导致美国田地里强迫劳动的肥沃土壤”
。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
劳蕾尔·弗莱彻表示：
“公众普遍认为美国早就解
决了现代奴隶制这一问题，但实际上，现代奴隶
制依然存在，而且很普遍。它只不过是以一种新
的形式出现。
”

肆意抓捕关押
【述说】：
——2013 年 4 月 14 日，美国纽约肯尼迪国

“人权灯塔”实为
“拐卖大国”的美国真相

新华国际时评
□新华社记者 柳丝
长期以来，美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将
自己标榜为“人权灯塔”。然而，事实真相是，所
谓的“人权灯塔”不仅疏于保护人权，甚至是侵犯
人权的惯犯。人口贩运是美国无法粉饰的原罪，
这一问题在美国至今依然令人触目惊心。
1619 年第一批非洲黑人被运到“新大陆”，开
启了美国数百年贩卖、虐待和歧视黑奴的血泪历
史。倡导“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起草者、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一生中不仅有
过 600 多名奴隶，甚至还创造了一个关于奴隶投
资价值的公式——他曾在给华盛顿总统的一封

信中计算他的种植园的利润和损失，承认每年从
黑人孩子的出生中获得 4%的利润。
如今，奴隶制虽然已被正式废除 150 多年，
但人口贩运的犯罪行为在美国依然猖獗。美国
国务院 2018 年承认，美国是强迫劳动、奴役受害
者的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合法和非法行
业都存在人口贩运情况，包括商业、酒店业、旅游
业、农业、家政服务、建筑、餐馆、按摩院、乞讨、毒
品走私等。受害者既有本国公民，也有来自世界
上几乎每一个地区的外国公民，甚至包括妇女、
儿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
人口贩运在美国到底有多严重？过去 5 年，
美国 50 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均报告了强迫

劳动和人口贩运案，每年从境外贩运至美国从事
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 10 万人，其中一半被贩运
到“血汗工厂”或遭受家庭奴役。美国全国人口
贩卖举报热线的统计显示，2012 年至 2017 年接
报案件数从 3200 多个增长到超过 8500 个，呈现
显著上升趋势。
在美国的人口贩运案件中，女性和儿童占据
相当大比例，其中不少是“性贩运”受害者。根据
美国反人口贩卖组织“递送基金会”2020 年发布
的报告，美国每年有 1.5 万至 5 万名妇女和儿童
被迫成为性奴。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口贩运受害
者问题专员劳拉·里索曾在案件调查报告会上指
出，
“美国是全世界‘性贩运’的第一目标国家。”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界石支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州平桥支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梁平三峡风支行

机构编码：B0206S35005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98873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
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界美路137号、139号、141号、143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66222419
批准日期：1996-09-10
发证日期：2021-08-1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机构编码：B0206S350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98503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
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开州区云枫街道开州大道西 500 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52662901
批准日期：2016-12-13
发证日期：2021-07-2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机构编码：B0206S35001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98505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
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顺城街 2、4 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53333179
批准日期：2019-03-22
发证日期：2021-07-2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家沱支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鱼洞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石柱都督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206S35005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98873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
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马王坪正街 5 号商-5 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62851772
批准日期：1996-10-01
发证日期：2021-08-1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机构编码：B0206S35005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98873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
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新市街60号附1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66239622
批准日期：2017-06-30
发证日期：2021-08-1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机构编码：B0001S350000044 许可证流水号：0098600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
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地址：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17号（南滨尚城）第4幢吊3-商1、商2
邮编：409199
电话：023-73332372
批准日期：1987-10-01
发证日期：2021-08-0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里索回忆，
她遇到的最年幼受害者才 10 岁。
美国人口贩运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重要
原因在于美执法机构打击不力、司法系统频频
“缺位”。美国《大西洋月刊》援引北弗吉尼亚
人口贩运探员比尔·沃尔夫的话说，人口贩运
罪行泛滥是美国执法机构不断挣扎面对的问
题，
“ 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恶性循环”。根据美国
城市研究所和美国东北大学 2014 年一份研究
报告，美国执法部门常常不帮助被强迫劳动的
受害者，有时甚至站在人贩子一边。由于受害
者往往没有能力起诉人贩子，大多数律师也不
愿花时间去帮助他们，导致他们经常得不到应
得的赔偿。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綦江支行
重庆江津支行
机构编码：B0206S35005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98873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 所：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九龙大道47号荣润
凯旋名城裙楼附1-40，附2-225至229
邮编：400000
电话：023-85888892
批准日期：1996-10-01 发证日期：2021-08-1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巴南监管分局

机构编码：B0013S35007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98910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 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南干道鼎山大道600号津南
花园A1幢1-1附1号；1-1附2号；1-1-1号
邮编：402260
电话：023-47283995
批准日期：2015-01-16 发证日期：2021-08-1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津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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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机场，时任法国阿尔斯通公司高管弗雷德里
克·皮耶鲁齐刚下飞机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
逮捕。随后，美国司法部指控皮耶鲁齐涉嫌违反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参与了 2003 年印度尼西
亚一起与阿尔斯通有关的腐败案。高达 125 年
监禁的威胁、天价律师费、高额保释金、与死刑犯
和重刑犯关押在一起……美国司法部门利用各
种极限施压手段，以逼迫其认罪。皮耶鲁齐说，
美方的目的是“以此向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传递
一个明确信号：如果你继续不配合，你将是下一
个进监狱的人”。最终，皮耶鲁齐在美国被监禁
超过 25 个月，其中 14 个月被关在高度警戒的监
狱里。阿尔斯通公司在美国压力下将其解雇，并
被美国处以 7.72 亿美元罚款，其电力业务等也被
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
——半岛电视台网站今年 5 月报道，白宫决
定释放 3 名在古巴关塔那摩美军监狱关押了近
20 年的囚徒。他们在 2001 年至 2003 年间被捕
并被转移到关塔那摩监狱，但却没有受到任何指
控。这其中包括现年 73 岁的巴基斯坦人赛义夫
拉·帕拉查，他是被拘押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美国南方司令部今年 4 月初在一份声明中说，关
塔那摩监狱保密程度最高的“7 号监仓”中的囚
犯已被“安全转移到了 5 号监仓”，但军方没有透
露转移发生的时间，以及有多少囚徒被转移。美
联社报道说，
“7 号监仓”于 2006 年 12 月启用，曾
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于秘密拘押和刑讯审问。
2017 年，
“7 号监仓”一名囚徒披露，被关押在那
里的人每天都遭到心理折磨。
【数说】：
140 亿——美国肆意抓捕像皮耶鲁齐这样
的外国公司高管显然是出于经济目的。皮耶鲁
齐 2019 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司法
部经常利用《反海外腐败法》打击欧洲公司，根据
此法缴纳罚款超过 1 亿美元的 29 家企业中，有
15 家 是 欧 洲 企 业 ，而 美 国 企 业 只 有 6 家 。 自
2010 年以来，仅法国公司因违反美国域外法就
向美国政府支付了近 140 亿美元罚款。
800 人——关塔那摩监狱于 2002 年启用，
起初是用来关押“基地”组织成员和“9·11”事件
肇事者的同谋，但此后许多被美国秘密抓捕或从
别处转移来的囚徒在未被起诉的情况下被长期
关押在这里，并遭受虐待。美国民权联盟的数据
显示，累计已有将近 800 人被拘留在此，如今仍
被拘押的还有约 40 人。该监狱至今都是华盛顿
在人权问题上一个难以抹去的污点。
【诉说】：
——皮耶鲁齐在 2019 年出版的《美国陷阱》
一书中说，
所谓阿尔斯通腐败案
“是一场彻头彻尾
的敲诈”
。该事件向人们昭示，
美国如何滥用国内
法律，将其作为经济武器，对其他国家发起“隐秘
的经济战争”。根据美国在 1998 年修订的《反海
外腐败法》，美国政府几乎“可以随意逮捕任何一
名外国企业员工，
甚至将其投入监狱，
判处重刑”
。
——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今年 2 月表示，关
塔那摩美军监狱许多被拘押者现在年事已高，由
于遭受“无休止地剥夺自由和相关的身心折磨及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他
们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现在至关重要的是，那
些遭受任意拘留、酷刑和被剥夺国际法规定的基
本权利——包括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的人必
须得到充分的补救和赔偿。
”
贩运人口、
强迫劳动、
奴役虐待是反人类的现
代奴隶制，
是当代世界的一场瘟疫。而在这其中，
美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究其本身，这些恶
行原本就是美国的原罪。而美国的原罪远远不止
这些。那些在白人至上主义的重压下不能自由呼
吸的“弗洛伊德们”，那些生活在种族仇恨犯罪阴
影下的少数族裔，
那些遭受残暴对待、
处境悲惨的
难民移民，
那些被美军打着反恐旗号非法杀戮、
残
忍虐待的外国平民，无时无刻不在控诉着美国的
种种反人类罪行。
在人类正义和良知面前，
在事实和真相面前，
甩锅推责、转移视线没有出路，只会撞得头破血
流。对美方而言，反躬自省、悬崖勒马，切实正视
并解决好自身问题，
才是人间正道。
（参与记者：
刘健、
宋盈）
（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

美国国务院监测和打击人口贩运活动办公
室前负责人刘易斯·德巴卡坦言，严重的人口贩
运问题背后，暴露了美国治理体制的系统性弊
端，
“这不是某一个烂苹果需要处理的问题，而是
整筐苹果都有问题”。一个令人深思的典型案例
是，美国亿万富豪爱泼斯坦长期进行性贩卖勾
当，然而由于他与美国高层政商关系颇为密切，
交友遍及华盛顿、华尔街、好莱坞，居然常年得到
美国司法系统的宽大处理。
人口贩运问题不过是美国人权罪行的冰山
一角。事实表明，在人权领域劣迹斑斑的美国根
本没有资格拿“人权”说事，美国政府的当务之
急，不是打着“人权”幌子谋取政治私利、维护美
式霸权，而是踏踏实实回应民众诉求，扎扎实实
改善人权，提高保护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基本
能力。奉劝一些美国政客，少说漂亮话，少抹黑
别人，
要多把心思用在为民众做实事上！
（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万盛万东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35005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657387
业务范围：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
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地址：重庆市万盛区万东北路 38 号 批准日期：1994-11-01 发证日期：2019-04-0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州区支公司临江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
祝莉
机构编码：
000005500154004
原机构住所：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正街368 号
现机构住所：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镇官马河二期安置区 2 号金三园三栋一楼 3-4 号、
三栋二楼1-6号、
二栋二楼7-10 号
批准日期：
2002 年08 年23 日 邮政编码：
405408 联系电话：
023-85874955
业务范围：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
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
2021年08月16日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