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杜静）春
和景明时节，在北京举行的两场国际盛会
彰显中国经济新“态”“度”：2019年中国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向世界宣示筑生

“态”文明之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决心；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
国承诺将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进一步提
升开放“度”。

这样的新“态”“度”，让中国经济的魅
力值持续提升。一个更加绿色、开放的中
国，正为世界带来更大机遇。

绿色之路
北京世园会园区，中国馆造型宛若

“如意”，钢结构屋盖安装有1000多块太阳
能光伏板用于照明。类似的绿色节能理
念和设计在园区内随处可见。

北京世园会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
个生动缩影。近年来，从生态文明建设被
写入宪法，到绿色发展被纳入“五大发展理
念”，再到一项项实实在在的行动举措，中
国对绿色发展的矢志追求有目共睹。

“中国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典范。”国际
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贝尔纳德·奥斯特罗
姆在北京世园会开幕式现场盛赞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成就。

中国不仅注重自身生态文明建设，也
将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一个又一个中外
合作项目中，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提供助力。

越南芹苴，湄公河三角洲上最大的城
市。2018年 11月，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
和运营的芹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成投
产。截至今年 3月底，项目共处理生活垃
圾近7.06万吨，产生绿色电力1800万千瓦
时，可供2300余户家庭使用一年。

“中国致力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
用。”西方最早提出“绿色GDP”概念的学者
之一、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
布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
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建设一条开放发展
之路，同时也必须是一条绿色发展之
路。”……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正传向世
界各个角落。

开放之路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

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把尘土。”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引用英国诗人约翰·
多恩的诗句来强调开放融通的重要性。

开放，是共建“一带一路”核心理念之
一。中国与沿线国家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不断深化经贸合作，开拓一条互
利共赢的开放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 6年来，中国
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过 6万亿美元，
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
美元，同沿线国家共同建设82个境外合作
园区，为当地创造近30万个就业岗位……

开放，也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更
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
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
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
落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上，中国宣示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举措，展示出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追
求互利共赢的决心。

“继续扩大开放不仅有助于中国提升自
身竞争力，也将为稳固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
作出贡献。”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冈萨雷
斯如此评价中国扩大开放的世界意义。

机遇之路
“通往世界之桥”“通往繁荣之桥”“通

往未来之桥”——去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上，拉加德曾以“三座桥”为喻，盛
赞中国发展对世界的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的魅力，不仅在于自身强大
实力和巨大潜力，还在于为世界搭建合作
共赢之桥，打造共同繁荣之路。如今，更
加绿色、开放的中国，正为世界带来更大
发展机遇。

在南太岛国萨摩亚，气候变化正带来
严峻挑战，保护生态环境、寻求绿色发展
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正在帮助萨摩亚农业走绿色可
持续发展之路。”前来参加北京世园会的萨
摩亚农业部农作物司司长利奥·塔尼路
说。近年来，萨摩亚和中国在蔬菜种植等
领域的农业科技合作不断深入。在塔尼路
看来，中国农业技术先进，理念环保，很多
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这样的绿色农业技术。

在非洲内陆国家卢旺达，80%人口居住
在农村，农业的兴衰关系着本国百姓福
祉。果汁、辣椒、蜂蜜、烘焙咖啡、茶叶……
北京世园会上，琳琅满目的卢旺达特色农
产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是继去年上海
进博会之后，卢旺达又一次将本国特色农
产品带到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博览会上。
卢旺达驻华大使查尔斯·卡永加表示，无论
世园会还是进博会，卢旺达看中的，正是中
国开放的大市场蕴藏的巨大商机。

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从进博会到
世园会，一个更加绿色、开放的中国，正在
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
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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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态”“度”彰显新魅力
——从两场盛会看中国经济新发展

新华社福州5月 5日电（记者 王
成）近年来，金融、公安等部门不断加大
对倒卖银行卡、支付账户等行为的整治
力度，但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此类违法
交易仍然活跃，银行卡“四件套”上千
元、微信账号几百元、单位银行账户近
万元……这些被买卖的账户被犯罪分
子用来实施网络赌博、洗钱、电信诈骗。

银行卡、支付账户形成地下“黑
市”，一套银行卡能卖上千元

2018年底，福建安溪警方在查获一
起网络赌博案件时，发现有人大量使用
银行卡帮助犯罪团伙洗钱。安溪县公
安局合成作战中心民警黄东宇介绍：

“近百万元赌资先后经过五六次大规模
转账，通过四五十张银行卡‘洗白’。”

记者发现，网络赌博、电信诈骗、洗
钱等犯罪团伙除了大量使用个人银行
卡转移赃款，还频繁交替使用第三方支
付账户、单位银行账户。

福州警方近日查办的一起诈骗案
中，诈骗分子利用多个平台腾挪资金：
90余万元的诈骗款，由受害方账户转入
诈骗团伙控制的 1个单位银行账户后，
被分散转入 3个个人银行账户，之后又
被分成 79 笔转到 17 个支付宝账户，再
经过多次个人银行账户之间的流转，最
终汇入由31个银行账户组成的资金池。

犯罪团伙手里大量的银行账户从
何而来？

办案民警介绍，这些个人银行账户多
是进城务工人员、偏远地区人员、无业人
员、在校大学生等在银行开卡后出售的。
泉州晋江法院审理的一起诈骗案中，有2.3
万元诈骗款被转入在校大学生韩某的一
张信用卡。后经查实，同为在校大学生的
胡某此前以每套250元的价格收购韩某4
套信用卡“四件套”，其中3张卡多次倒卖
后流入这起诈骗案犯罪团伙手中。

记者在网上搜索“长期收购银行
卡”等关键词，显示大量QQ号、微信号
等联系方式。多位卖家称，包含高仿身
份证或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号、网银
U盾、手机号码在内的“四件套”单价近
千元，如包含身份证原件约3000元。

违法交易新特点：买卖第三方支付
账户、单位银行账户多发

除了银行卡，警方表示，近来，买卖
第三方支付账户和对公银行账户多发。

记者暗访发现，在网络上可轻易购
买到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账户。
记者与卖家“水中月”加为 QQ 好友，

“水中月”表示其手中的微信账号分为
200 元、300 元、400 元三个等级，200 元
的账号已注册半年，每年的交易限额为
8万元，需自己绑定银行卡；400元的账
号注册约两年，每年的交易限额为20万
元，已实名绑定了银行卡。

一番讨价还价后，记者以 150元的
价格购得一个名为“。”的初级微信号。
卖家按照约定发来该微信号的实名注
册人姓名“张某某”以及身份证号的后
四位。记者选择“邀请好友辅助验证”
方式，成功在手机登录。

“水中月”告诉记者，他每个月至少
可以收购 100个微信号，大多来自在校
学生等。这个微信号原所有人“张某
某”为在校大学生，账号是以100元的价
格收购得来。

记者在这个微信号上操作“添加银
行卡”发现，持卡人姓名为“张某某”，点
击“更换实名”后即可重新绑定银行卡、
设置支付密码，在新添加的银行卡和微
信钱包之间，可顺利充值、提现，与其他
微信账户之间也可完成转账、收付款等。

一名卖家告诉记者，银行卡“四件
套”加实名绑定的微信账户单价 1800
元，微信既可以用来与“客户”交流，还
可以用来转账收款，很受欢迎。

此外，记者从警方了解到，在最近
破获的案件中，多次出现了单位银行账
户。由于单位银行账户转账额度不受
限、冻结难，越来越多地被不法分子利
用。在福建安溪近期查获的一起诈骗
案件中，一周之内，26万元的诈骗款在4
个单位银行账户之间流转。

黄东宇告诉记者：“办案中发现，有
人为了获取单位银行账户，先到工商部
门注册公司，再到金融机构开设账户后
倒卖。”一个网上账户卖家称：“单位银
行账户是最安全的，‘四件套’再加公司
营业执照为9500元一套。”

买卖账户将影响征信，公众防范意
识要增强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
步加强支付结算管理 防范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不法分
子利用买卖的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转移
赃款、逃避打击等问题加大惩戒力度，非
法出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
的单位和人员征信记录将受影响。

此外，通知明确，公安机关认定的涉
嫌非法买卖账户、冒名开户的单位和个
人，银行和支付机构 5年内暂停其银行
账户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并
不得为其新开立账户，其信息还将被移
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向社会公
布。针对转移诈骗资金向单位支付账户
转移的新趋势，通知还要求加强单位支
付账户开户审核和存量账户的核实。

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
表示，打击非法买卖支付账户关键在源
头端治理，要提高个人和单位非法买卖
账户的违法成本。央行新规进一步强
化对开设账户特别是单位支付账户的
管理，加大对冒名开户的惩戒力度，将
非法买卖账户等行为与个人和单位信
用绑定，可以形成有力震慑。

黄东宇说，新规要求建立合法开立
和使用账户承诺机制，公众应提高风险
意识、防范意识，更要守法，切忌为了贪
图利益出租、出售本人名下账户。

基层民警建议，工商部门在简化办
事流程的同时，也应加大对注册公司行
为的事中事后监管，防止不法分子钻漏
洞；各类支付机构针对陌生的转账行
为，可考虑延长资金到账时限，为公安
机关办案争取时间。

银行卡上千元、微信账号几百元、单位银行账户近万元……

被买卖的账户去哪儿了

5 月 5 日，第 125
届广交会闭幕。统计
数据显示，本届广交
会 累 计 出 口 成 交
1995.24亿元人民币，
比 2018 年春季广交
会下降 1.1%。图为
参展商和采购商准备
离开展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王瑞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