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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徐卫国，男，汉族，1975年5月出
生，中共党员，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救
助船长。

每年出海

280天以上， 在

台风肆虐 、 寒

潮频袭等恶劣

天气中 ， 成功

执行了 “桑吉

轮” 等近100起

急难险重救助

任务 ， 共救起

遇险人员 1000

余名 ， 挽救船舶资产数亿元 。 勇于创

新， 善于总结， 创建 “徐卫国海上救助

创新工作室”， 将专业救助经验转化为

可学习可复制的成果。 曾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救捞

功臣”、 金锚奖等。

38.何小玲，女，汉族，1970年7月出
生，中共党员，党的十九大代表，隧道股
份上海隧道地基公司副总工程师， 上海
地铁维保应急救援队技术负责人。

2007年至

今，她在深夜的

地铁隧道中累

计行走超过 48

万公里，用脚步

丈量上海“地下

城”， 带领团队

负 责 554 座 车

站 、887公里隧

道的维护，创下

了维护隧道里程数最长、 维护车站数最

多的世界纪录，被誉为“护隧先锋”。曾获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标兵、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

39.胡炳麟，男，汉族，1967年9月出
生，民进会员，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
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第
16批中国援摩洛哥医疗队穆罕默迪亚
医疗分队队长。

不远万里、

不辞艰辛、不忘

初心 、 无私奉

献，仁心仁术解

救摩洛哥病患

疾苦，赢得当地

政府和人民的

高度赞誉，为探

索援外医疗新

模式做出积极

贡献。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医

针灸推拿在非洲土地焕发神奇风采。 所

带领团队荣获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

40.陈一帆 ，男 ，汉族 ，1978年10月
出生，中共党员，上海海关口岸监管处监
管三科科长。

在首届进

博会中承担会

展品进境监管

工作，面对布展

时间紧、通关时

效急、物资进口

方式多等难题，

他编写海关通

关指引等三十

余个规范性文

件，召集专业培训十余场，参与完善进博

会展览品监管系统， 有效提高了物资的

通关效率和监管效能， 确保国家赋予进

博会的优惠政策全部落到实处。 曾获海

关总署二等功、上海海关三等功等。

41.张中 ，男 ，汉族 ，1968年6月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国际进口交易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带领团队

建设进博会 “6

天 +365 天 ” 一

站式交易服务

平台，为全球企

业进入中国市

场提供全方位

专业服务。他不

顾带状疱疹的

病痛，每天工作

到深夜，被同事们称作“进博会上的钢铁

侠”。 他提出的“线上和线下、短期和长

期、展和销相结合”模式，实现企业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双赢。 曾获上海市合作交

流与对口支援先进个人等。

42.周灵 ，男 ，汉族 ，1975年11月出
生，中共党员，杨浦区商务委副主任，上
海市第二批援黔干部。

挂任担任

遵义市道真自

治县委副书记

期间，他以群众

脱贫致富为第

一责任，探索出

“产销对接 、以

销促产”的工作

思路，带动当地

蔬菜产业实现

从小到大、从散到聚、从弱到强的跨越式

发展，发展蔬菜种植14万亩，万亩蔬菜产

业带7条，销售商品蔬菜7000余吨，增加

农民收入2000余万元 ， 惠及贫困群众

8000余人。曾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

海市人民满意公务员等。

43.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志愿
者“小叶子”。

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

会于 2018年 11

月在上海成功

举办 ， 共青团

上海市委遴选

出的5527名 “小叶子” 志愿者， 在内外

宾接待、 综合服务、 媒体服务、 展商服

务、 行政服务等岗位上， 先后上岗5万

余人次， 接待内外宾86万人次， 信息咨

询485万人次， 提供了23万余次语言服

务， 进行了120万次交通引导。 “小叶

子” 们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社会各方面的

赞誉， 为举办成功、 精彩、 圆满的进博

会提供了有力保障。

44.张斯恒，男，汉族，1962年5月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市廊下中学校长。

他自愿投

身 乡 村 教 育 ，

一干35年 。 在

他 的 引 领 下 ，

廊下中学以文

化立校 ， 特色

剪纸艺术走向

国际 ， “爱廊

园 ” 品牌广为

人知， “大爱”

的情怀根植于每一位师生的心中。 他自

掏腰包奖励优秀教师、 资助贫困学生，

学生们都亲切称他为 “张爸”。 走上管

理岗位后， 仍然坚守在教学一线， 讲好

每一节示范课。 曾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 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章等。

45.陈冠琴 ， 女 ， 汉族 ， 1927年8

月出生， 中共党员，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离休干部。

以一片仁

爱之心数十年

如一日坚持捐

资助学 ， 上世

纪90年代帮助

希望小学学生，

2008年汇出1.2

万元资助河南

贫 困 高 中 生 ，

解囊 5000元帮

助因车祸失去双亲的大学新生， 汶川地

震发生后交纳4000元特殊党费、 筹集善

款2万余元。 2011年到2016年间， 以耄

耋之年持续资助10余名贫困大学生直到

完成学业。 曾获上海市教卫系统 “四好

党员”、 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

好事等。

46. 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青年志愿
者团队。

嘉兴路街

道 2015年起推

行垃圾分类和

绿色账户，机关

事业单位 、“两

新 ”组织 、区域

化党建团建单

位和居民区的

优秀青年就组成了志愿者团队， 引领了

垃圾分类新时尚。 他们设计海报、 宣传

册 ， 开展垃圾分类礼品兑换 、“瓶子菜

园”、“变废为宝” 等创意环保主题活动，

自发编写《生活垃圾分类手册》，不定期

召开讨论会， 充分利用辖区单位、“两代

表一委员”、 社区志愿者等资源宣传，让

居民做到了“愿分、会分”，使嘉兴路街道

成为垃圾分类的“排头兵先行者”。

47.刘宏 ，男 ，汉族 ，1962年5月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扎根外高

桥20年 ， 始终

将国家战略放

在首位 ， 积极

配合保税区政

策和功能创新，

推动自贸区全

面 “ 先 行 先

试”。 促使一批

科创中心在外

高桥落地， 加快园区转型升级， 服务上

海科创中心建设 。 推动长三角区域联

动， 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曾获上海

市五一劳动奖章、 “上海现代服务业优

秀企业家” 等。

48.汪雨申，男，汉族，1978年1月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党
委副书记。

自 2001年

留 校 任 教 起 ，

紧紧围绕 “育

人 ” 这个中心

任务 ， 从理想

信念 、 创新创

业 、 社会实践

等多方面挖掘

学生潜质 ， 培

养高素质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他指导的学生

社团连续获评上海交通大学五星社团，

组织排演的大型原创话剧《钱学森》自公

演以来观众人数累计超过6万人次，获得

中国校园戏剧节最高荣誉。曾获全国“最

美高校辅导员”、上海市育才奖等。

49.施晨 ，女 ，汉族 ，1976年10月出
生，中共党员，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外贸发
展处副处长。

担任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上海交易团办

公室副主任 ，负

责上海交易团采

购商组织、 新闻

宣传、成交统计、

配套现场活动统

筹等工作， 勇挑

重担、积极作为，

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

她的努力下，上海交易团在首届进博会上

到会采购商数量和意向成交规模均位居

全国首位，展现了“排头兵先行者”风采。

曾于2017、2018年荣立三等功。

参与方式：

1.请您从以上49个候选人中， 选出您心目中的10位感动上海年度人

物， 将这10个候选人的序号填写在选票中。 您也可以推荐其他人选， 并

将推荐人选的姓名、 单位等信息填写在选票中。 请将填好的选票沿虚线

剪下， 寄给我们。

2.您也可以登录东方网“2019感动上海年度人物评选”专题，填写网

络选票。

3.您也可以关注 “上海发布” “感动上海” “东方日记本” 微信公

众号参与微信投票。

4.我们将抽取100位幸运参与者， 赠送精美礼品。

投票细则：

1.推荐人选总数不超过10个 （从49个候选人中选择的人选和自主推

荐人选相加不超过10个）， 多选、 重复选无效。

2.选票复印有效。

3.请将选票寄往上海市淮海中路1555号2幢2楼上海东方宣教中心，

邮编200031 （请注明 “2019感动上海年度人物评选”， 并留下您的姓名

和联系电话， 便于抽取幸运参与者）。

4.截止日期： 2019年8月20日， 以信封邮戳为准。

5.网络投票细则， 请登录东方网或 “上海发布” “感动上海” “东

方日记本” 等微信公众号专题了解。

光荣与力量

2019感动上海年度人物评选活动选票

姓名： 联系电话：

【其他人选】

美国全国高等院校协会等22家机构联合发表声明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3日电 美国全

国高等院校协会、 高等教育研究协会等

22家机构12日联合发表声明， 呼吁美国

政府“必须谨慎行事”，尊重美国研究型

大学里中国学生学者的权益。

声明说，近期有报道称，美国联邦调

查局和其他一些联邦政府机构官员敦促

一些美国研究型大学制定条款， 监督来

自与中国政府相关的研究机构的学生和

访问学者。 仅根据学生学者的原籍国而

监督其个人行为，违反正当程序的规范。

声明说，截至2018年，在美国学习的

中国学生超过34万名。 美国政府应该谨

慎行事， 这种可能使成千上万学生学者

无端受到怀疑的做法， 势必会妨碍美国

未来吸纳外国人才， 严重阻碍美国培养

新科学家， 并将损害正在进行的科研项

目。声明认为，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应在知

识自由、 不受政治或意识形态限制的条

件下推进。

声明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应确保其行

为不会践踏中国学生学者的个人权利，

不会破坏基于自由、 开放的学术探究和

交流原则。 声明同时呼吁美国高校维护

自身独立性，坚持正当程序原则，尊重各

国在校学生和教师的隐私权。声明还说，

除非具有正式、公开的政府关系，研究人

员应从事不受国家干预或参与的工作。

如果不遵循这一原则， 将违反学术自由

的原则，并威胁全球学术交流。

今年5月，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提出一

份法案， 拟限制部分中国公民赴美学习

或进行学术交流。早些时候，美国联邦调

查局等执法机构突然注销多名中国学者

的美国签证， 使其赴美正常学术交流计

划受到影响。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6月

报道说， 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官员自

去年以来走访了至少10所美国研究型大

学，敦促他们制定条款，监督来自某些中

国研究机构的学生和访问学者。

12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统马克里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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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里能在大选最后阶段创造奇迹吗
现任总统在初选中意外失利，导致阿根廷汇市股市出现剧烈动荡

阿根廷大选初选 11 日如期举行。

左翼的全民阵线候选人阿尔贝托·费

尔南德斯以 47.36%的得票率获得压

倒性胜利，而现任总统毛里西奥·马克

里仅获得 32.24%的选票。

此前， 几乎所有的媒体和民调都

认为马克里可以获胜。相差 15 个百分

点的惨败不仅出乎选民和媒体的预

料，也令执政党竞选阵营措手不及。

自从阿根廷于 2009 年确立了大

选初选制度以来， 初选就成了总统选

举的风向标。根据此次初选结果，执政

党连任希望渺茫， 这与市场和投资者

的预期相差甚远， 因此导致阿根廷汇

市和股市出现了剧烈动荡。 12 日，阿

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下跌超过 20%，

创下自 2015 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阿

根廷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74.78%，并动用 5000 万美元外汇储备

干预市场、稳定汇率。 另外，阿根廷股

市主要股指 Merval 下跌超过 37%。

但如果对马克里执政时期阿根廷

的经济形势和执政理念做一系统梳

理，就会发现，这一初选结果本在情理

之中。换言之，马克里的惨败主要归咎

于经济治理方面的政绩不佳。

在马克里执政的前 3 年， 阿根廷

经济起伏跌宕， 难以获得稳定增长。

2016—2018 年，GDP 增长率分别为－

1.8%、2.9%和－2.6%。 2017 年，阿根廷

经济曾出现短暂的复苏， 并帮助执政

党赢得了议会中期选举的胜利。

但是进入 2018 年第二季度后，在

美国经济走强和美联储加息的冲击

下，阿根廷发生严重的汇兑危机，比索

大幅度贬值。 2019 年前 5 个月，经济

颓势不仅没有改善的迹象， 反而有所

加剧。 伴随经济衰退的是居高不下的

通货膨胀率。 2018 年阿根廷的消费价

格指数达到 45.5%，创下了 1992 年以

来的新高。

虽然阿根廷的经济衰退与外部环

境的恶化不无关系， 但其自身经济的

脆弱和结构性矛盾是造成经济难脱

“滞胀”困局的根本原因。

马克里领导的中右翼政府上台

后， 开始推行市场化改革， 扩大开放力

度，寻求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但事实证

明， 马克里的改革未能帮助阿根廷克服

自身经济的脆弱性， 导致上台时制定的

目标屡屡不能完成。

一方面，虽然马克里提出要进行“渐

进式改革”，但实际上却出现了改革步伐

过快、调整幅度过大、矫枉过正的问题。

他上任一周后， 就宣布取消实行了 4 年

之久的外汇管制， 之后又很快放开了对

外资的管控。他上任 3 个多月后，阿根廷

与“秃鹫基金”达成和解，之后开始大举

借债。在短短 3 年多时间里，阿根廷的外

债规模增加了约 1000 亿美元。 此外，为

减少政府支出而大幅度削减财政补贴的

做法造成物价飞涨，通胀难以控制，民众

生活深受影响。 2018 年下半年，阿根廷

的贫困率仍高达 32%，与 2016 年相比几

无变化。

另一方面， 当阿根廷经济因外部冲

击脆弱性突显时， 马克里政府又无法拿

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最终不得不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 563 亿美元以解

燃眉之急。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

历来以严肃财政纪律为条件， 阿根廷政

府被迫实施了财政紧缩政策， 压缩公共

支出和社会开支，导致民怨激增。尽管马

克里政府不断将经济低迷和各种经济扭

曲归咎于前届政府留下的 “烂摊子”，但

宏观经济始终无法走上正轨， 与其发展

战略失当、政策失误也有直接关系。

在此次初选中获胜的左翼政党联

盟，虽然在上届大选中败北，但仍拥有强

大的选民基础。 在其执政的 12 年时间

里， 阿根廷经济曾连续 6 年保持高速增

长，并结束了长期以来举债发展的模式。

同时， 由于政府重视保障和维护普通民

众的利益， 中下阶层的社会福利水平稳

步提高。在其执政后期，由于执政手段过

于僵化，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度，加之大宗

商品价格上涨周期的结束和世界经济

环境的改变， 阿根廷经济形势有所恶

化， 这导致阿根廷民众对左翼政党的

支持出现了动摇。 马克里在选民求变

的呼声中最终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大选

的胜利。 马克里上台后， 高举反腐大

旗，利用民众对腐败行为的痛恨，处置

了一批前政府的腐败高官， 使左翼力

量的政治声誉和威望深受打击。

尽管如此，在此次初选中，左翼政

党仍然获得了选民的支持， 这一方面

反映了广大选民恢复经济、 改善生活

的迫切愿望， 另一方面也与左翼政党

特有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密不可分。

因此， 马克里政府的当务之急不

仅在于稳定金融市场， 还要在接下来

的两个多月里重新赢得选民的信任和

支持，在大选中创造奇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
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秘书长）

以色列宣布将加入美国倡议的“护航联盟”

本报讯 （记者孙华） 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针对以色列

可能加入美国组织的 “护航联盟 ” 表

示， 革命卫队海军负责霍尔木兹海峡与

波斯湾的安全， 完全不需要外人。

据报道，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日前

表示， 以色列将加入美国倡议在波斯湾

建立的 “护航联盟”。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13 日

转引 “革命卫队新闻” 的报道， 坦格西

里强调波斯湾的安全对于伊朗是重要内

容， “伊朗数十年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

安全， 域外国家的出现将导致海峡安全

紊乱。”

“美英正在为以色列出现在波斯湾

制定计划， 我们警告任何在波斯湾与霍

尔木兹海峡的非法存在 ， 尤其是以色

列。” 坦格西里称， “我们给地区及域

外国家的信息是， 只要我们还在通过该

地区出口石油 ， 我们就会保障它的安

全。” 他同时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是开

放的， 所有人都能通过其出口石油。

在与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塔米姆 、

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分别会晤后， 伊朗外

长扎里夫 12 日在社交媒体上评价此行

访问非常具有建设性， 称 “只有地区国

家能够保障地区的安全”， 并称 “军事

联盟在之前就已经失败， 外部力量导致

了地区的不安全”。

在接受 “半岛” 电视台采访时， 扎

里夫称 “美国通过军售将波斯湾地区演

变为一个火药桶， 且存在爆炸的可能”。

“美国仅去年就向地区国家出售了

500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 扎里夫早前

表示 ， “这些进入我们地区的美国装

备， 将我们地区置于爆炸前夕的境地。

所以， 如果他们想就我们的导弹说三道

四， 首先应当停止出售包括导弹在内的

武器。”

伊朗总统鲁哈尼 11 日与塔米姆通

话时表示， 伊朗非常重视维护和加强波

斯湾地区、 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海的安

全， 为之努力并相信， 维护该安全将保

障地区发展与人民利益。 鲁哈尼同时强

调， 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国家一些措施

的目标是在地区内加剧混乱， 这些措施

使得地区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

伊拉克外长哈基姆 12 日同样在

“推特” 发文， 反对以色列加入 “护航

联盟”。 他强调： “反对以色列参加任

何形式的、 保证波斯湾水域通航安全的

军事力量。 巴格达努力通过冷静的对话

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美国此前以保卫 “航行自由 ” 为

由， 拉拢盟友组建所谓维护波斯湾航行

安全的 “护航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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