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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蒙面规例》已取得积极成
效，对于止暴制乱发挥了重要作用。希
望广大市民今后与暴力分子划清界
限、共同维护社会繁荣稳定。”香港特
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禁止蒙面规例》5日生效以来，截
至9日警方共拘捕90人，包括57男33女，
他们涉嫌违反规例相关内容。对于有人
称这一规例导致警察滥捕示威者，梁爱
诗强调，警方的执法表现相当专业理
性。警方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拘捕激进分
子，在行动中警员必定需要使用武力，
但这是合适必要的，并非所谓“滥权”。

“这一规例已经指出，如有人正在
从事专业或受雇工作，做出与该专业
或工作相关的行为或活动时，为了人
身安全而使用有关蒙面物品；或该人
因宗教理由或已存在的医学健康理由
蒙面等，都可以做出合理辩解。由此可
见，该规例并未侵犯市民的正当权
利。”梁爱诗说。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5日表示，中
美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是一致
的，没有差别。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第
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近日在华
盛顿举行。美方表示双方达成了实质性
的第一阶段协议。中方表示双方在一些
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意朝着最终达
成协议的方向努力。请问中美双方在达
成经贸协议问题上态度是否一致？

耿爽说：“昨天我已就新一轮中美
经贸高级别磋商作出过回应。美方说
的是实际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
一致的。双方在达成经贸协议问题上
也是一致的，没有差别。”

耿爽说，这份经贸协议将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美国和世界都
有利，对经贸与和平也都有利。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方近日表示，中方已经开始大量采购
美国农产品。国内外舆论对此都很关
注。你能否介绍一下今年以来中方采
购美国农产品的情况？

耿爽说，据向有关部门了解，中国
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以市场化的
方式自主采购了美国农产品。根据初
步掌握的信息，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自
美采购的农产品包括：大豆2000万吨、
猪肉70万吨、高粱70万吨、小麦23万
吨、棉花32万吨。中方还将加快采购美
国农产品。 据新华社

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

《禁止蒙面规例》
有积极成效

外交部：中美在达成经
贸协议问题上是一致的

“吴应骑教授捐给重庆大学的，竟然是几百件
赝品，而重大耗资数百万建立的，居然是一座赝品
博物馆？”署名“江上”的观众14日通过微信公号

“江上说收藏”发布了名为《重庆大学耗资670万建
了一座赝品博物馆？》的文章，介绍去新开张的重庆
大学博物馆参观后，质疑大量馆藏文物系赝品。

文章称：“展厅内人迹寥寥。改装版铜车马体量
硕大，通体错银。在马的造型和车的制式上，完全模
仿秦始皇陵铜车马中的一件，型制有些别扭，做工
颇感粗糙，细节也不怎么讲究。”“电镀金镶人工合
成绿松石以及不知名合成宝石的乌龟，把电镀工艺
和人造宝石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三彩挂
蓝，价值连连，展出的一件（唐三彩女俑）大到没朋
友的三彩肥婆不仅挂蓝，挂的还是现代才有的洋
蓝，比圆珠笔涂的还蓝。那张柿饼脸，那双斗鸡眼，
也大大突破了唐代审美的下限。”

文章同时质疑馆内还有仿制后母戊鼎的“商代
兽面纹牛鼎”；造型来自平朔秦汉墓或海昏侯墓、高
达一米多的“汉代雁鱼铜灯”；仿制南京博物馆元青
花梅瓶的罐子；仿制国家博物馆鲜于庭墓骆驼载乐
俑的陶俑等藏品。

曾供职于国内知名博物馆的一位权威文物专
家表示，不能说重庆大学博物馆展览的展品百分百
是赝品，但至少从公布的展品图片看，可以用“荒
唐”二字作为评价，“这几年不少大学都在建设博物
馆，这本来是好现象，但博物馆有着严格的专业标
准，比如，就接受捐赠而言，必须要过文物鉴定的这
一关，因为博物馆的收藏品必须是经得起推敲的，
以故宫、上博等知名博物馆而言，也向社会接受过
捐赠，但如果鉴定是赝品，一般不会接受，如果有收
藏家坚持把整体收藏捐赠博物馆，而且其中含有赝
品，那么，这些赝品在展出时会进行学术标注，或者
作为一种参考资料。”这位知名文物专家表示，作为
博物馆，有时收藏的藏品也有真赝争议，“这是比较
正常的现象，但那种争议是相距不大的争议，比如
到底是明代还是宋代，而就重庆大学博物馆这样的
展品，这就不是争议了，而是假得离谱。所以，大学
办博物馆在接受民间藏品时特别要当心，之前北师
大的六千件古瓷捐赠等都是前车之鉴。”

10日，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
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银行保险机
构侵害消费者权益乱象整治工作的
通知》，其中在互联网上强制搭售保
险的行为被明确列为整治对象。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市场中仍
存在不少互联网贷款平台通过强制
搭售保险等方式变相收取“砍头
息”，涉嫌严重违规违法。被迫投保
的借款人则大都面临退保难、维权
难，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

要想把款贷，先交保费来

“不买保险就借不了钱，买了保
险又不给合同，简直是强买强卖！”

日前，杭州市民孙女士投诉称，自
己在“快闪卡贷”平台借款20000元，却
实际只到账18040元，有1960元被平
台擅自投保了上海人保的人身意外险
和个人银行账户资金安全险。

类似情况不少。上海市民刘先生
投诉称，9月初在“小黑鱼”平台上借
款1500元，实际到账金额仅为1125
元，有375元未经刘先生同意被直接
扣除，名目是“购买意外团险费”。

记者了解到，今年7月，中国银
保监会在《关于开展现金贷等网贷

平台意外伤害保险业务自查清理的
通知》中要求保险公司立即停止通
过现金贷等网贷平台销售意外伤害
保险业务，且明确要求“持续监测已
停止合作的现金贷等网贷平台是否
存在私自销售意外伤害保险的情
况，如发现应立即制止”。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市场实际
情况是，已“被保险”贷款人，一次性
缴纳了保费的，费用无法退回，分期
缴纳的，仍要按月向平台缴纳。而新
增贷款业务中，仍有网贷平台强制
搭售意外险或保证保险。

陕西的同先生，今年 9 月底在
“甜橙金融”网络平台借款后发现，除
利息外，自己每月还要额外支付
114.58元的保费。而这费用来自网贷
平台强制搭售的一笔众安保证保险。

一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近年
来，网贷平台收费名目“花样翻新”，
会员费、手续费、服务费、商城返现等
手法层出不穷。金融专家指出，这些
费用本质上都属于变相“砍头息”。

有网贷平台
十倍高价强制搭售保险

为何网贷平台热衷于强制搭售
保险等手法呢？业内人士称，是为了

能够规避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

领告诉记者，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明
确禁止“砍头贷”“砍头息”。另外，目
前相关法律对民间借贷划定了“两
线三区”，两线指24%和36%的年利
率。简单来说，年利率在24%以下为
司法保护区，按照法律，必须偿还相
关利息；年利率超过36%为无效区，
这部分利息可以不还；年利率在
24%—36%之间为自然债务区，如果
没还，法院不会受理出借人的追款
请求，如果已经还了，法院也不会受
理借款人的追回请求。

“通过收保费等形式，可以在名
义上使贷款平台综合年利率低于
36%。”该业内人士指出，网贷平台正
是通过这种操弄利率配合暴力催收
的手法牟取暴利。

记者发现，不少网贷平台为谋
取利益罔顾监管规则，不择手段要
让贷款人“中招”。

有的网贷平台将放贷时默认投
保的提示尽可能淡化，或用浅色字
体，或尽量缩小字体，让贷款人不专
门仔细看就很难发现。大部分网贷
平台则更“简单粗暴”——要贷款必
须投保交保费，否则不放款。而且这
些强制搭售的保险价格都远高于正

常市场价。
上海市民邵先生称，自己曾在

网贷平台“惠花钱”贷款并被搭售了
多份短期意外险，涉及华泰保险和
太平财险。搭售价为240元至370元
一份不等的保险，市场售价每份约
30元，仅为搭售价十分之一。

“这些保费一部分由保险公司
收取，网贷平台也有分成。”业内人
士向记者透露，一些保险公司工作
人员和网贷平台联手给贷款人下
套，“吃唐僧肉”。

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
洪言指出，目前保险公司与现金贷
等平台合作的模式主要有搭售意
外险与履约保证保险两种模式。在
他看来，保险公司通过现金贷等网
贷平台销售高额保险存在变相收
取“砍头息”、高利贷等问题，同时
无资质的现金贷代销保险产品也
涉嫌违规。

“被保险”后维权太难
监管规则有待落实细化

“我给保险公司打了无数电
话，但对方就是不退款，我这找谁
说理去？”

来自广东的廖女士对记者表

示，“惠花钱”网贷平台在其借款时
搭售给她多份华泰保险，这些保险
想退退不掉，说理没人理。

多名“被保险”贷款人均表示
“维权太难”，自己不断在保险公司
和网贷平台之间被来回“踢皮球”。

记者就退保相关问题联系了华
泰保险，对方以“相关业务人员均在
休假或出差”为由拒绝了采访。众安
保险则回复称，在监管叫停险企与
现金贷等网贷平台合作开展意外伤
害保险业务之前，众安保险就已经
停止了与网贷平台合作意外险产
品，目前已无新增业务。

“不宜将所有网贷平台出售保
险都视为强制搭售保险”，中央财经
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认为，
区别的关键，一是综合利息含保险
费后是否在 36%以内，另一个则是
该保险是为贷款人贷款增信还是为
了高收费。“像意外险就和贷款人信
用没有本质联系。”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
心副主任奚君羊指出，当前强制搭售
保险行为禁而不止，重要原因在于互
联网贷款平台尚未纳入严格的监管
体系，法规和监管都相对滞后，监管
方式和处罚手段有待进一步完善。

据新华社

重庆市文物局已介入调查
重庆大学对此事进行核查

10月15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实地探访发现，该博物馆已闭馆，门口有
保安全天守候。现场不断有人前来观看，
均被拒之门外。

“赝品”风波发生后，吴应骑女儿吴晓
妮接受记者采访称，重庆大学博物馆的藏
品，部分是父亲借展，部分是父亲无偿捐
赠，所有藏品均来自父亲的收藏。目前父
亲身体不好，已得知此事，关于此事的调
查结果，以重庆大学发布为准。

吴晓妮说，目前重庆大学正在就此事
核查，所有的捐赠均系无偿捐赠，网传的
那篇微信文章中所说的内容，其实与捐赠

没有太大关系。
“现在做好事太难了，我用人格担保，

我们的捐赠没有任何利益牵扯，我们也希
望学校尽快调查清楚，不要让我们一家人
蒙羞。”吴晓妮称，捐赠前，校方还曾邀请
吴家全家人见面，得到家人同意后，才促
成了这次捐赠，“本想做好事，却出现这样
的事情，我们也是受害者。”

记者追问，展品有没有标注“复刻”等
标识，吴晓妮称尚不清楚，一切等待重庆
大学的调查结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蓝婧 摄影 刘海韵 发自重庆

强制搭售、10倍高价、维权艰难

警惕藏在互联网保险“面具”后的“断头贷”

重庆大学建了个

赝品博物馆?
10月7日对外开放的重庆大学博物馆展出了

大量文物，然而14日一篇《重庆大学耗资670万建
了一座赝品博物馆？》引发文博界巨大反响，该报道
称“吴应骑教授捐给重庆大学的，竟然是几百件赝
品，而重大耗资数百万建立的，居然是一座赝品博
物馆？”

一位曾供职于国内知名博物馆的文物专家表
示，从这些公布的藏品看，“绝大多数已经是假冒到
荒唐的地步。”据文物捐赠者吴应骑女儿吴晓妮证
实，重庆大学博物馆现任馆长吴文厦是吴应骑之
子，也是其兄长。吴文厦其后表示，他本人进入重庆
大学工作已有十余年，担任重庆大学博物馆馆长之
前在该校艺术学院从事绘画教学工作。

重庆市文物局博物馆处一位工作人员15日上
午表示，重庆市文物局已就此事介入调查。

重庆大学也发布公告表示，重庆大学已成立工
作组，对此事进行核查，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官网今年2
月发布的文章显示，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吴
应骑教授向重庆大学博物馆捐赠藏品超
600件。其中，2016年捐赠300余件，今年2
月捐赠342件，涵盖青铜器、陶器、瓷器、玉
器等。

在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官网的介
绍中，吴应骑曾是原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
院副院长，198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
术史系。长期从事教学、编辑、研究、创作
工作，历任中国期刊学会理事、长城学会
会员、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委员会委员、高
级职称评委、重庆市教委系统职称评委中
的新闻系列评委。青年时就嗜收藏，精于
鉴赏，喜爱书画和瓷器，并专攻中国美术
史。为专业研究，曾远涉天山，去过广袤无
垠的浩瀚戈壁，深入到新疆腹地的克孜尔
石窟、克孜尔汞哈石窟、森木赛姆石窟、怕
兹克利克石窟；西去敦煌、炳灵寺石窟、麦
积山石窟；北上云岗、晋祠；逐鹿九朝古都
洛阳的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及汉唐大本营
的西安碑林、乾陵、茂陵、长陵；南下云南
丽江东巴文化、元谋人的发祥地及大足石
窟等，并对中国的各主要博物馆进行了考

察。直接受业于启功、徐邦达、谢稚柳等名
家，又与李可染、刘开渠等大师交往甚笃。
曾在美国、马来西亚、意大利以及中国香
港举办展览。主要著述有《怎样鉴定当代
中国画》、《怎样鉴定中国古代瓷器》、《怎
样鉴定中国古画》、《在大师的巨构前——
吴应骑美术论文集》等。

据华龙网2016年报道，吴应骑教授退
休以后，一直致力于文物的搜集和研究工
作，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重庆大学
筹备建设博物馆，他将捐赠300余件收藏
的宝贝和文物。吴应骑当时告诉华龙网记
者：“这些文物都是经过相关专家鉴定的，
非常珍贵的文物占到60%以上。我希望重
庆大学的博物馆能建设成全国高校中一
流的博物馆。”

15日，重庆大学在其官方微博上回应
称，校方对此事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门
工作组，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该情况
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重庆市文物局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重庆大学博物馆是一个民间博物馆，
未在该局报备审批，重庆市文物局已就此
事介入调查。 据澎湃新闻

1 有人发文质疑有人发文质疑
大量馆藏文物系赝品大量馆藏文物系赝品

2 捐赠者为原重庆大学捐赠者为原重庆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

捐赠者女儿：我们也是受害者

图片均为重庆大学博物馆的藏品

国家重奖
创新创业教学名师

15 日，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现场，中国教师
发展基金会颁发教学大师奖、杰出教
学奖和创新创业英才奖。其中，教学大
师奖、杰出教学奖分别奖励每人 150
万元和 100 万元，旨在表彰为人才培
养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校教师。

据悉，为更加科学公平遴选出获
奖者，国内高等教育教学领域多位专
家共同成立了评审专家委员会。“候选
人采取同行专家提名的方式，而非个
人申报或组织推荐。获奖者必须在人
才培养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在国家战
略性紧缺人才培养方面做出杰出贡
献、具有全球卓越教学影响力并长期
扎根教学一线。”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
平说。

清华大学姚期智院士获得首届教
学大师奖。他是“图灵奖”获得者，更是
教学大师，创办的“姚班”模式被评为

“最优秀的本科教育”，成为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领跑者。

北京大学黄如、复旦大学闻玉梅、
南京大学卢德馨、浙江大学吴晓波和
西安交通大学何雅玲等5人获得杰出
教学奖。他们既有长期深耕教学一线
立德树人的“共性”，又以不同的方式
为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

据介绍，黄如是中国科学院年轻
的女院士，任教20余年培养了一批批
能够制造“中国芯”的优秀青年；闻玉
梅为基础医学人才培养倾尽心血，打
造《人文与医学》网络共享课赢得了全
国400多所高校10余万学生追捧；吴
晓波提出了“二次创新”管理理论，组
织创办了“高技术创新创业管理强化
班”；何雅玲是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在
能源开发与高效利用领域孜孜以求；
卢德馨是大理科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的先锋，是基础科学人才培养体系改
革的杰出代表。

“未来的教育是为民解忧、为国担
当。医学领域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
标，就是手中掌握的一切知识和技术，
都是为了更好地尊重和保护生命。”闻
玉梅说，“这次设立的奖项，是对无数
奋斗在教学一线的高校教师的表彰。
希望更多高校老师，既是学术精湛的
专家，又是能在讲台上融会贯通的教
师。生命不息，耕耘不止。”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