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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进入美国
市场受阻! 美国国会的理由是保护
"国家安全#! 其实美国真正要保护的
是美国企业的市场地位不受挑战$ 当
然如果换个角度思考! 美国人也没说
错! 因为企业的安好恰是 "国家安
全% 的支柱$ 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说到底来自于它的企业! 企业强! 则
国家兴$

中国改革开放 $% 多年! 企业
的发展对它的记录最真实$ 中国企
业实现了所有制上的突破& 活力的
创造和规模的扩张$ 时至今日! 中
国已有了在世界上很有分量的大型

国企! 也有了华为这样能闯遍全球
并颇具竞争力的大型民企$ 中国的
很多中小企业也有了超强的适应性
和灵活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
争中弄潮$

企业的发展给中国创造了以往不
敢想象的税收规模! 这些税收变成了
中国从加强国防到发展民生的各项投
入$ 大量民营企业的发展还改变了中
国的社会结构! 使中国多元化和民主
的扩大都有了实在的经济根基$ 无数
企业主在为创业奋斗! 为利润奔波!

但他们无意间铺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一
块块坚实的石头$

然而中国的企业拿到全球去比!

仍有很多软肋$ 这几十年大量企业生
生灭灭! 不确定性仍深埋在很多企业
的骨髓里$ 中国企业从一棵小苗长成
参天大树! 可控度仍低于发达社会$

企业成长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都亟
待进一步优化& 整理$

美国阻挡中国企业进入其市场的
那股顽固劲告诉我们' 他们对中国企
业竞争的担心! 在他们对中国崛起的
各种担心中排在很靠前的位置$ 中国
经济过去一直对美处于 "防守%! 我
们的低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构不成
对美国优势的真实挑战$ 现在中国高

科技企业也来敲美国的门! 它们带来
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美国人的不舒服完全可以理解!

它采取非贸易手段保护本国企业! 大
概也属必然$ 中国人除了在要求美国
开放市场上据理力争! 还应从中悟
出! 对世界所有国家! 包括对美国这
样的经济超级大国来说! 企业在国家
利益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

中国必须加快发展本国企业! 把
这作为继续和深化改革& 应对阶段性
复杂局面的主战场$ 中国企业的效
益& 规模和竞争力全面提升! 将会创
造更多超过当前平均收入的工作! 贡

献更多税收! 为社会福利和国家竞争
力开创全新局面$ 中国企业强大还会
把外资同中资的合作推向更高水平$

发展中国企业不是空话! 必须解
决企业和企业家们实际遇到的! 以及
他们所担心的各种问题$

或许可以说! 中国社会对企业
的重视仍是懵懵懂懂的! 企业发展
对国家和民众的重要性仍需要一次
彻底的启蒙$ 以中国人的勤劳& 聪
明和勇气! 未来几十年中国完全可
能出现一大批世界级优秀企业$ 我
们需要有决心& 也有胸怀和战略迎
接它们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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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杭州文新派出所
连续接到两起报警!在古墩路文二
路口!一位'%多岁的老人突然摔倒
在人群中$ 在去现场的路上!民警
猜测!不会又是)著名%的假摔老人
吧*不错!还是他$老人被带到文新
派出所后! 所里很多民警都认得
他!鼻梁高挺!'%岁左右!穿得挺干
净!只是对民警不那么友善$

老人名叫曹文轩!生于()$$

年! 老家在安徽临泉县土坡乡$

*+%,年-.月.$日!杭州曾有媒体
报道!老人已在杭州)假摔%将近
一年!算算到现在!老人在杭州
的)假摔%历史已接近)年$ 套用
一句文新派出所微博上的话'爷
爷!你年纪大了!这样下去也不
是办法啊(

假摔老人最近多了一个新

名字+++杭州"老摔哥%!半个月
时间!文新派出所已经接了&起群
众报警'看到老人摔跤!请求警察
帮助$地点不一!有时是文一竞舟
路口!有时是文二路竞舟路口$

据说!老人动作很快!每次都
是选择人行横道线或者人来人往
的绿化带附近突然摔倒! 一定有
热心人上去扶他! 他会说自己是
退伍军人!儿子&儿媳妇不孝顺!

常打他!他就逃出来了!已经三天
三夜没吃没睡$ 每次好心人都会
给他买吃的!给他钱$他拿到钱就
走!走的时候腿脚可利索了$

据了解! 老人老伴过世已有
十年!家里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

老人一直跟小儿子一起住! 但是
他说跟儿子媳妇关系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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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福建省最
小的县城!宁德柘荣发生一件轰
动全城的事情!一对男性同志在
这个小县城里举行婚礼$

婚礼主角是.,岁的陆忠和
.+岁的刘万强$ 陆忠是宁德人!

他的恋人刘万强来自福安!平时
大家都称呼他们 "忠少%和"强
少%$ 今年七夕!相恋.年多的他
们在东莞公开订婚引起轰动$ )

月-$日!他们还在泉州公开拍摄
结婚照$

当&辆电摩组成的迎亲队伍

驶入十字街头时!全城沸腾$骑电
摩的&骑单车的&走路的!无不加
大"油门%!紧跟在队伍后面!"迎
亲%队伍瞬间达到近千人!一度造
成交通拥堵$

婚礼在一间小酒店里举行!

来自广西& 重庆等地的.+多位网
友都赶来共同见证$ 忠少的初中
班主任&体育老师也应邀而来!并
对学生的选择表示理解$ 忠少家
中同辈的姐姐和堂亲出席婚礼!

姐姐寄语弟弟'"好好生活! 平静
过完这一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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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的这家卵子交易组织对外
公开以)安得颐养堂%之名存在!位于
废弃多时的深圳龙华新区民治街道
老干活动中心内$ 门牌显示!负责运
营的机构名叫安胜达实业有限公司!

而这里功能则被定义为'多功能老人
福利机构设施$

蹊跷的是!虽然名为养老院!院里
却没有老人活动$ 不过有居民发现!这
里不时有年轻女性到访!而且常常到周
末就热闹起来!各式豪车熙来攘往$ 还
有人称目睹医生和护士在这里活动$

S7TUVWXAYZ[\

在知情人士指引下!记者分别以
捐卵者和不孕家庭的名义与该养老
院接触!并与该组织负责人之一郭某
面谈!证实该)养老院%实为进行卵子
采集和人工胚胎培养的场所$

通过历时两月的暗访!记者摸清
了整条地下卵子交易链'愿意捐卵的
年轻女子! 注射催排针后送进手术
室!从其体内抽取出被催排的多颗卵
子- 从需要卵子的男性提供的精子
中!筛选出最强壮者!并注射到卵子
中!形成受精卵-最终!受精卵被送入
母体! 以十月怀胎方式孕育成婴儿$

整个过程通过专业设备完成$

位于龙岗布吉京南华庭!栋-,楼
的一套单元则是该黑中介的)营销中
心%$ /名中介在电脑前忙碌!通过一
个名叫)诚品代孕%的网站招揽卵子
买家和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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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深圳卫生监督局等七个部门
联合出动!捣毁了安得颐养堂这个从事
卵子非法交易的处所$执法人员现场发
现一台用于取卵手术的电动手术台!台
上放着用于盛放卵子的避孕套!医疗垃
圾桶里还有十余支废弃的取卵针$

参与查处行动的龙华新区卫生
监督所相关负责人称')设备非常精
良!堪比正规医院的生殖中心$ 一整
套东西购置下来!我们估计费用应该
在一千万元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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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还在手术室旁的办公
室里发现大量促排卵药物和取卵手
术记录!据称)光手术记录就装满了
两大纸箱%$ 经粗略核对!)买家%以
,+1&%岁为主!已不具备生育能力$

目前!该手术场所及相关资料已
被查封!负责人张晓华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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