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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顺源惠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注到市面上有不法分子流通使用

关 于 我 司 的 金 融 许 可 证（ 机 构 编 码 ：

B0002B022010068）。经公司核查，上述所有

流通的金融许可证不是我司所有，我司从未办

理金融许可证相关证件。为了避免对投资者造

成误导，现予以澄清说明，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声明。

海南顺源惠泰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17日

海南顺源惠泰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金融许可证的澄清声明

“这所监狱对利益的追
逐，是以侵犯基本人权为代价
的 ，这 可 真 令 人 愤 怒 和 鄙
视。”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前高
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
《美国陷阱》一书中写道。

2013 年，美国以违反《反
海外腐败法》为由将皮耶鲁齐
逮捕入狱。这位法国商业精
英目睹了美国私营监狱聚敛
无厌、暴力横行、极限压榨等
黑幕，把它们写入了《美国陷
阱》。事实上，这些现象在美
国绝非关押皮耶鲁齐的那座
私营监狱所独有。标榜“民
主”“自由”的美国，将国家惩
教职能推给资本机器，放任众
多私营监狱成为疯狂逐利的
工具。铁窗背后的真相，充分
暴露出“美式人权”的虚伪
性。

“什么都要花钱”

喝水要先买塑料杯；电视
只有画面，想听声音要在看守
所商店买收音机和耳机……
花钱，永远都在花钱，在美国
的看守所里，日子就是这么过
的。皮耶鲁齐在书中如此回
忆被关押在罗得岛州怀亚特
看守所的那段日子。

后来，他又被关押到位
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莫香
农山谷改造中心，情况也大
同小异。莫香农山谷改造中
心由美国私营监狱巨头GEO
集团运营。为赚取尽可能多
利润，GEO 将包括伙食、暖
气和医疗在内的一切服务削
减到最低限度，同时提高囚
犯小卖部商品的售价，并将
犯人的“居住期限”尽可能延
长。

无论对囚犯还是非法移
民，美国私营监狱公司都进行
着形形色色的巧取豪夺，有些
地方连被关押者的基本温饱
都无法保证。据英国《卫报》
报道，在美国私营监狱业另一
巨头惩教公司（曾用名“管教
公司”）管理的佐治亚州斯图
尔特移民拘留中心，几乎所有
被关押者都表示，仅靠监狱提
供的伙食是吃不饱的，许多人
不得不去中心小卖部高价购
买食品。一位墨西哥非法移
民告诉媒体，这正是监狱想要
的结果。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0
年，美国惩教公司的收入高达
19亿美元，其中82.2%来自私
营监狱业务。而GEO的收入
更高达23亿美元。

暴力随时降临

囚犯之间经常拿着刀具
斗殴，有人自杀、有人被强
奸、有囚犯在食物中藏着锋利
的玻璃碎片企图谋杀他人，还
有囚犯因缺乏治疗而死 亡
……这都是皮耶鲁齐被关押
在美国私营监狱期间亲眼所
见。

暴力横行的情况在美国
私营监狱司空见惯。堪萨斯
州联邦公设辩护人梅洛迪·布
兰农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囚
犯们害怕惩教公司的私营监
狱，因为在那里每天都有生命
危险。美联社报道，惩教公司
在堪萨斯州的莱文沃思拘留
中心，去年 5月到 7月期间平
均每月发生超过36起暴力事
件。

据《淘金者》周刊报道，美
国私营监狱暴力事件不断，囚
犯袭击事件比公立监狱 多
28%，“它们不停寻找压缩成
本的办法，已变成危险和堕落
的堡垒”。

无从逃避奴役

在莫香农山谷改造中心，

所有囚犯每天被迫从事长时
间劳动，只得到极少的报酬，
而且根本无法逃避。“这简直
就是现代的奴隶制。”他在
《美国陷阱》中写道。

据英国《卫报》报道，来自
孟加拉国的舒艾卜·艾哈迈德
2017 年被羁押在斯图尔特移
民拘留中心，每小时工作只能
换来 50 美分。在那里，如果
拒绝工作，被关押者会被关禁
闭。

尽管拜登政府上台后要
求美国监狱管理局和美国执
法官局停止使用私营监狱关
押联邦罪犯，但私营监狱公司
已开始另辟蹊径。GEO集团
告诉投资者不必担心，称公司
在拘留和监视非法移民方面
的收入可以抵消部分损失。
去年，曾关押皮耶鲁齐的莫香
农山谷改造中心因与联邦机
构的合同到期而一度关闭，但
与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签
订合同后又重新开放，用于关
押非法移民。

美私营监狱业的未来，
正如美国民权联盟堪萨斯州
法律主管莎伦·布雷特所说
的那样，“他们总有机会赚
钱。”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令人愤怒和鄙视”
——从《美国陷阱》看美私营监狱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新华社北京4月 19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加
沙、耶路撒冷记者报道：以色列国防军 19日凌
晨出动战机空袭了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
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目标，以报复18日
晚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目前尚无人员
伤亡报告。

目击者对新华社记者说，以军战机向加沙
地带汗尤尼斯西部一处哈马斯军事目标发射多
枚导弹，附近民用设施受到损坏。哈马斯发言
人哈齐姆·卡西姆在空袭后发表声明说，以军
轰炸的设施内“是空的”。

以色列国防军18日晚发表声明说，一枚火
箭弹当晚从加沙地带射向以色列领土，触发防
空警报，被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拦截。以媒
体说，以色列与加沙地带边境地区居民听到爆
炸声，袭击未造成以方人员伤亡或设施受损。
这是近四个月来第一枚从加沙地带射向以色列
的火箭弹，目前暂无任何武装组织宣布制造此
次袭击。

以军方声明说：“为报复此次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出动战机，空袭了哈马斯在加沙
地带的一处武器制造点。”

最近，巴以局势紧张，以色列多地发生袭击
事件。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警察 15日在位
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发生冲突，造
成16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4 月 19 日，在东帝汶帝力，选民在投票站
投票。

东帝汶独立以来的第 5 次总统选举第二轮
投票 19 日举行。本次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 3
月 19 日举行。根据东帝汶国家选举委员会公
布的计票结果，前总统奥尔塔和现任总统卢奥
洛在首轮投票中得票率领先，分别为 46.6%和
22.1%。 新华社发

美国海军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三名来
自“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的舰员死亡，海
军部刑事调查局和当地政府正在调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8日报道，军方 9
日和 10日在基地以外的不同地点发现两名舰
员死亡，15日在“乔治·华盛顿”号上发现一名
舰员没有反应，这名舰员随后被宣告死亡。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丽恩·莫姆森说，
正在调查三起事件，尚无证据表明它们之间存
在关联。

海军方面没有说明这三名舰员的死因，但
已安排专业人员登舰为其他舰员提供短期心理
健康服务。此外，海军已确认9日和 10日发现
的两名舰员身份，分别为零售服务专员和内部
通讯电工。第三名舰员身份暂未确认。

“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是一艘核动力
尼米兹级航母，眼下停泊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
纽斯市，在那里补充燃料并接受全面检修。

（新华社微特稿）

以军空袭哈马斯军事目标

美国一航母
一周内三名舰员死亡

东帝汶举行
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新华社莫斯科 4月 18 日电（记者 华迪）随着 5
月 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临近，红场胜利日阅
兵彩排18日在莫斯科州阿拉比诺靶场举行。

塔斯社援引俄国防部消息说，当天共有 1.1 万
名军人、131 件现代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77 架固
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参加彩排。

33 个徒步方阵参加了本次彩排。机械化方阵
包括“台风”装甲车、BMP-2 和 BMP-3 步兵战车、

“库尔干人-25”步兵战车、T-72B3M 主战坦克、
T-90M“突破”主战坦克、T-14“阿玛塔”主战坦克、

“伊斯坎德尔”导弹、MSTA-S 型 152 毫米自行火
炮、“旋风-G”型多管火箭炮系统等装备。由8架米
格-29SMT 战机组成的空军编队首次以象征特别
军事行动的字母Z形式飞过靶场上空。

据俄国防部消息，4 月 28 日和 5 月 4 日将在莫
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夜间彩排，5月 7日将举行总彩
排。俄联邦武装力量陆军总司令奥列格·萨柳科夫
为阅兵总指挥。

5月 9日，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77周年阅兵
式将在俄罗斯28个城市举行。届时，379个城镇将
举行游行活动。当天22时各地还将鸣放礼炮、燃放
烟花。

俄乌冲突引发全球油价和气
价飙升、加剧供应链紧张，进一步
推升美国通胀水平和生活成本，拜
登政府面临平抑国内燃油价格的
压力，除了宣布释放国家石油储
备，他也被要求加大本国油气产量
以保障长期供应。

美国内政部 15 日就宣布了继
续推进开采权拍卖的决定，同时

表示会改变拍卖流程。内政部在
声明中承认：“太长时间以来，联
邦油气资源租赁项目一直优先考
虑采矿工业的需求，忽略当地社
区、自然环境、对本国空气与水
资源影响、部落族群的需要以及
我 们 共 享 的 公 共 土 地 其 他 用
途。”

为了“平衡能源开发与共同土

地资源管理”，新一轮拍卖流程将
有所改变，比如把能源企业需要缴
纳的特许权使用费率从12.5%提高
至 18.75%，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
第一次“涨价”；另外，承诺将与当
地部落族群和社区协商租赁开采
协议；批准拍卖的地块面积也比最
初提议的近 3000 平方公里少了
80%，并局限于已有开采设施的地

区。
根据内政部下属土地管理局

公告，今年可供租赁开采权拍卖的
地块中，大头是怀俄明州一处 533
平方公里的油气田，已经比原议面
积缩小四分之三有余，定于6月 21
日至 22日进行线上拍卖。其他地
块分布于科罗拉多、犹他等至少 7
个州。

拜登政府扩大开采联邦油气资源
“打脸”竞选承诺

沈敏

新华社华盛顿 4月 18 日电（记者 熊茂伶）世
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18日表示，在全球通胀高企、
金融环境可能收紧以及俄乌冲突背景下，世行将今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 1 月份公布的 4.1%下调至
3.2%。

马尔帕斯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
界银行春季会议的一场媒体圆桌会上说，债务高企
和通胀上升是全球增长面临的两大问题。他指出，
由于债务高企，约60%的低收入国家已经处于或者
有可能陷入债务困境，预计债务危机将在 2022 年
继续恶化。

马尔帕斯对发展中国家状况深感忧虑。俄乌冲
突导致能源、化肥和粮食价格骤然上涨让这些国家
面临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剧。他认为，政府应制定政
策以增加供应、稳定货币，从而降低通胀、提高经济
增长率。

马尔帕斯表示，为应对新冠疫情，世行将在未
来几周内讨论一项为期 15个月、总额约 1700 亿美
元的计划，覆盖 2022年 4月至 2023年 6月，其中约
500亿美元将在接下来三个月内部署。

IMF和世行每年召开两次全体会议，包括春季
会议和秋季年会。与会各国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以
及专家学者等将就世界经济形势、宏观政策协调、
全球发展等广泛议题展开探讨。今年春季会议于4
月18日至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演练失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航天局 18日在一场新闻发布

会上宣布上述消息，拟于4月26日
开始转运“太空发射系统”。这枚
火箭约 30 层楼高，目前位于佛罗
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 39B 发射
台，届时将与箭体装载的“猎户座”
飞船一同转运回6.5公里外的航天
器总装大楼。

“太空发射系统”大概一个月
前从总装大楼运抵发射台。然
而，4 月 1 日以来的三次发射演
练均因故障中断。在 14 日最近
一次演练中，工作人员为火箭核
心级加注燃料——低温液态氢和
液态氧，不久发现液态氢泄漏，
演练因此中断。之前两次演练也
分别因风扇和阀门故障未能完
成。

等待检修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航天
局官员最初说，即使“太空发射系
统”位于发射台，也能解决液态氢泄
漏问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
道，将火箭运回总装大楼，技术人员
可以评估液态氢泄漏情况并更换先
前演练中出现故障的阀门。运回总
装大楼后，一家气态氮供应商还将
为“太空发射系统”升级。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航天局相关负责人汤姆·惠特
迈耶说，一款新火箭和飞船的发射
准备“真的很复杂”。他说，关于演
练中出现的问题，工作人员正努力

“拼凑所有拼图”，已经搞清楚一些

问题，还有更多“拼图块”等待拼出。

任务未定

美国航天局工作人员目前正
在评估，“太空发射系统”接受检修
后将如何展开任务。

惠特迈耶说，“绝对”会再进行
一次发射演练。出席当天新闻发
布会的“太空发射系统”发射负责
人查理·布莱克韦尔-汤普森却
说，其实有多种方案可选，包括快
速检修后进行发射演练，更全面检
修达到实际发射需求，或者发射演
练与实际发射一并完成。

美国航天局原计划，4 月发射
演练成功后，于6月 6日至 16日窗

口期启动“阿耳忒弥斯1号”项目，
即“猎户座”飞船搭载“太空发射系
统”升空完成无人绕月试飞任务。
由于下周将返回总装大楼检修，

“太空发射系统”极有可能错过这
个窗口期，只能在 6月底至 8月初
另外两个窗口期展开试飞任务。

“太空发射系统”和“猎户座”
飞船是美国重返月球的“阿耳忒弥
斯”计划核心组成部分。按计划，

“太空发射系统”最早将于2024年
执行载人绕月飞行任务，于 2025
年送美国宇航员再次登陆月球。
自计划细节 2019 年公布以来，相
关任务已多次延期且超出预算数
十亿美元。

（新华社专特稿）

三次发射演练失败

美新一代登月火箭将“下架”检修
袁原

世行下调2022年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至3.2%

俄罗斯举行
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彩排

4 月 18 日，人们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二手服装
市场选购服装。

近年来，在战乱和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下，叙
利亚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由于民众购买力有限，
二手服装受到消费者青睐。

新华社发

大马士革的二手服装市场

由于三次发射演
练失败，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新一代登月
火箭“太空发射系统”
将被撤下发射台，转
运回总装大楼检测维
修，今后演练和发射
计划未定。

美 国 内 政 部
18 日在下属网站
发布公告，显示 6
月将启动新一轮
联邦石油和天然
气资源开采权拍
卖，所涉地块总面
积 约 583 平 方 公
里。这一举措与
现任总统拜登竞
选承诺背道而驰，
遭到美国环保团
体指责。

不过，上述这些细枝末节的改
变没能安抚到环保团体。美国广
播公司报道指出，恢复拍卖联邦油
气开采权的举措违背了拜登竞选
总统时一项关键承诺，即停止开采
联邦油气资源，以降低美国对化石
燃料的依赖。

拜登政府宣布上述决定，正值
美国开展“地球周”与“国家公园
周”环保活动，更引发多个团体发
声谴责他“走回头路”、背弃承诺。

西部环境法律中心气候与能
源项目主管凯尔·蒂斯德尔在声明

中说：“我们从拜登总统和他的政
府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采取行动
抗击气候变化的说辞，但这届政府
不仅没有竭尽全力去做事，它其实
就没做什么事。其后行动是拜登
总统竞选承诺的支柱，而他就这一
关乎生存议题的承诺是公众选举
他的主要原因。”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拜登政
府还有不到 200 天就要面临国会
中期选举的考验，上述声明是一份

“严厉警告”。该媒体与益普索近
期联合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

人更容易把油价飙升问题归咎于
民主党和拜登，而非共和党与前总
统特朗普；且高达68%的调查对象
不认可拜登处理高油价的方式。

白宫方面说加快转向清洁能
源的初衷没变，但除了恢复开采权
拍卖别无选择，原因是路易斯安那
州一名联邦法官去年 6月裁定，拜
登上任后不久下达的暂停联邦油
气开采的行政令违法。

拜登先前还宣布要在 2030 年
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05 年水
平削减一半，如今这雄心呢？面对

媒体提问，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
说，政府仍会上诉以求恢复总统行
政令，拜登也会继续争取实现竞选
承诺，但需要与国会继续讨论。她
没有直接回应“是否有信心达成减
排目标”问题，只说会“尽力争取”。

非营利环保组织“地球正义”
主席阿比盖尔·迪伦说，扩大油气
开采让“2030 年减排一半”的目标
显得更加渺茫，“如果拜登政府想
认真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开始做到
言行一致”。

（新华社专特稿）

平抑油价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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