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5日，乌克兰法

院下令，永久取缔乌克兰

共产党，该党的所有资产

全部上缴国家。裁决一经

公布，不得上诉。

近10年来，乌克兰

掀起去共化运动。2014

年，乌克兰司法部提交诉

讼，要求取缔共产党，没

收其全部资产。2015年，

乌克兰法院下令，全面禁

止共产党的活动。

乌共与中共一直交往

密切，但此次被永久取缔，

中共至今没有任何反应。

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

华表示，此事对中共的打

击巨大，他希望中国人都

能认清中共是人类灾难之

源，尽早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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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支持了购房者要求停贷的主张。”

（2018）粤民申7516号民事裁

定书中，法院指出银行存在违规行为，

判令在商品房具备交付条件之前，购

房者无需向银行再支付贷款。

2019年最高法院在案件中明确：

如果因开发商原因无法交付房屋的，

《商品房预售合同》解除，《借款合同》

《抵押合同》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亦

被解除，应由开发商将收取的购房贷

款本金及利息返还贷款银行和购房者，

而购房者不负有返还义务。

分析：所有银行问题都是地方
政府问题

中国的预售房制度从1994年房

改后开始，2001年后形成以商品房

市场为核心的管理制度。金融业人士

宋先生指出，政府虽然有相关的贷款

规定，但往往说一套做一套，没有监管。

 “所有银行出现问题，都是地方

政府官员出现问题。”宋先生表示，前

几十年房地产供应量太大，发展无序，

各地政府都把土地财政作为最大收入

来源。这才是根本问题。

资深媒体人王剑称，强制停贷是

目前最严重的社会危机。

日前，国内房地产市场掀起一股

"强行停贷"风潮。上周，网络传出江

西景德镇恒大珑庭的《强制停贷告知

书》，称项目若未能在今年10月20日

前全面复工，所有业主将会停止还贷。

此告知书在网上刷屏。7月15日，

已有260个烂尾楼业主决定强制停贷。

停贷谁该负责？
根据《强制停贷告知书》，业主们

的申诉重点是银行存在的违规放贷、

违规使用监管账户资金等问题，直接

导致房屋最终烂尾。

前律师王龙德认为，停止还贷与

中共的预售房政策有关，官方应负主

要责任。“有了许可证，在法律上说，

就可以销售了。但政府不能监管他按

时、按要求地把房产交给消费者。”王

龙德说，开发商只把房子主体建起来，

可拿到70%-80%建房款，后面资金

不足就停工，风险都转嫁给消费者。

停贷的法律责任如何认定？
关于业主的停贷行为，刘新宇律

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近年来

有一些观点认为烂尾楼的风险不应全

由购房者承担，司法实践中也有部分

乌克兰永久取缔
共产党
中共沉默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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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尾停贷逾260 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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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户从台阶上拖下去、拽下去，有

踢的、有打的，有眼睛受伤的、鼻

子受伤的，还有脚指甲盖儿都被他

们踩没了的。”

事件迅速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网友直言这是黑社会行为、“土匪”。

中共对该事件极其敏感，微博与微

信上的讯息完全遭屏蔽。 

深圳孙先生是公司老板，他有

400万存款无法取出。7月10日，

孙先生遭打手多次踩踏，全身淤青。

孙先生说：“这件事彻底颠覆了我

对政府的看法。我一生都对政府充

满信心。今天之后，我再也不会相

信它了。”

7月10日，约3000名河南村

镇银行的受害储户在郑州维权，但

遭白衣人、黑衣人暴打，事件引发

舆论高度关注。

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在今年4月

发现无法取款后，曾在6月前往河

南维权，但被“天降红码”无法出

行。7月10日，储户再次维权。

暴打民众 受害人再不信中共
视频显示，储户在中国人民银

行郑州支行维权，被警察包围，数

千名黑白衣人强行拖走维权人士。

有人眼睛被打出血，有人颈部骨折。

储户张捷说， “把我们所有的

3000储户郑州维权 黑白衣人暴打民众

2022年7月16日

2022年7月10日，来自全国各地，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维权的数千名储户。

看中国 希望之声

专家揭黑幕 中共“外包镇压”
维权储户遭不明身份的白衣人

和黑衣人暴打，加拿大教授王惠玲

认为，这是中共的外包镇压手法。

王惠玲在她的《外包式镇压》

一书中指出，中共善用两种外包的

镇压工具：黑衣人和群众动员，借

此规避政府的责任、降低成本。

“黑衣人”指地方政府聘雇黑

社会人士，以骚扰、破坏，甚至杀

人的方式向民众施压。而“群众动

员”，常见型态就是“朝阳大妈”。

一位山东储户说：“听说是他们

雇了些保安干的，一天2000块钱

雇的。”也有人推断，黑白衣人可

能是武警，或是便衣警察。

通缉大储户 中共秋后算帐
事件发酵后，河南政府11日

宣布垫付存款5万元以下的受害

人。自媒体人唐浩表示，如果中共

把金额大的储户说成是获取高利息

或违法违规，就可以赖帐了。

果然，近日浙江律师“金岐岚”

发文称，“河南当局把收贴息储户、

浙江大户全部通缉，赋红码。被抓

者则被刑拘，连律师都不让见。罪

名大多是‘转移隐匿犯罪所得’。”

该律师“出离愤怒”：这些浙

江大储户只是贪图高息而存款，谁

能想到是“犯罪所得”？

对于所有参与7月10日维权

的受害储户，中共已开始秋后算帐。

一名在政府财政部门工作的公

务员被迫辞职，还有两人被拘留，

被迫签署不再抗议的保证书。

时评人士王赫认为，河南储户

维权事件，再次暴露了中共的血腥

一面。中共一日不铲除，中国人就

沉溺苦海。

北京防疫隔离
戴电子镣铐？

7月13日，北京网友“大红矛”

发文称，他出差返京后在家隔离，

被社区要求配戴电子手环，用于监

测和上报体温。这位网友拒绝配戴。

北京市卫健委对此事的回应

称，并未发布过需配戴电子手环的

相关政策。但涉事的天通苑社

区工作人员承认有这项新政策。

朝阳区一名居委会人员也

表示，电子手环是刚下达的管

控措施，可用来精准定位。

由于遭太多投诉，天通苑

社区已收回电子手环。有网友

建议，应深挖政府采购这些设

备的渠道和利益链。 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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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

三遇刺身亡震惊了全世界，国际社

会普遍感到悲伤，但是国内却响起

了一片欢呼声，网络上充斥着攻击

与谩骂。其实这种乱象，如果没有

中共的默许和纵容，是不会出现的。

警示中共破坏世界秩序 安倍
晋三是吹哨人

安倍晋三担任首相8年，是任

期最长，也是日本战后最重要的首

相。安倍有效地提振了日本经济，

并让世界为对抗中共做好了准备。

安倍有清醒的防共意识。他提

示西方社会要警惕中共，并力促日

本与美、澳、印等具有共同价值观

的国家更紧密地合作，共同应对中

共。而这正是中共日渐孤立的原因。

卸任后，安倍在中共侵台危机

中高调力挺台湾，喊出“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

事”，这一点尤令中共嫉恨。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认

为，安倍了解中共构成的生存威胁，

以及其蔓延的后果。安倍晋三是警

示中共破坏世界秩序的吹哨人。

安倍遇刺世界震惊 中国却
有人狂欢

安倍遇袭后，一些国内“小粉

红”在网上欢呼，冷血言论令人瞠

目。有店家借着安倍离世消息打出

买一送一的广告，还有人称凶手是

英雄。当国际媒体就此询问中共外

交部时，外交部的表态是“不予置

评”，其实这代表了中共的心意。

尽管中共纵容五毛及粉红们的

幸灾乐祸，但在国内也不乏理性清

晰者，没有跟着仇恨走，而是站在

人性的角度表示同情。然而，不少

同情安倍的人遭到了打压。

知名演员吕丽萍发帖哀悼，引

发小粉红攻击，微博被禁言。

记者曾颖因报导时落泪，遭五

毛粉红们的围攻。女教授石文瑛发

微博表示，她的朋友圈没有幸灾乐

祸的，便遭五毛谩骂，微博被永久

禁言了。

网友“湘西秀才”写道：一个

年近七旬的老人失去生命体征，让

一部分人暂时忘记了疫情的苦恼，

忘记了唐山，忘记了铁链女，忘记

了“社会调剂”，陷入了集体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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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放纵民众仇日，它

不讲的是，近40多年来，日

本对中国援助了天价金额。

日本自1979年起提供

中国“政府开发援助”计划

（ODA），直到今年3月底才

落幕。43年来，日本无偿援

助中国约13.5亿美元，以

及约290.4亿美元贷款、约

16.2亿美元的技术合作，推

动逾230个项目，包括中日

友好医院、上海浦东机场、

武汉长江二桥等等大型设施

都有日本的援助。

日本对中国的援助金额

占国际总额的60%。有学者

评价日元贷款，“具有时间最

早，规模最大，条件最优惠”。

中共收取了日本人40多

年的钱，日本前首相遇刺，

中共却表态“不予置评”粉

红们的“普天同庆”，这违背

人类的传统道德。 阿波罗

知道日本援助中国
的天价金额吗？

2022年7月8日，直至深夜仍有许多民众在前首相安倍晋三遇袭的地点致哀。

为何同情安倍者令中共恼怒？
从根本上讲，对安倍表现出同

情的人，在中共看来是潜在的威胁。

这样的人往往会有相应的道德观念

和“天理良心”，就会同情各种环

境下遭受苦难的中国人，也必定会

引发对作恶者、始作俑者的憎恶。

这是中共最惧怕的。

别被中共灌输的仇恨蒙住了

眼，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才能从

暴政的苦难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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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侵华期间，中国直接损失1,200

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对于中共的决策，连少数正直

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日本学

者指出，中共拒绝日本国家赔偿不

合情理，也不合法理。是什么原因

使中共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

斯大林下令毛周放弃巨额
战争赔偿

腾讯2012年在刊文《“战后中

日关系”系列》中披露，1949年6月，

刘少奇率代表团访苏。谈到日本时，

斯大林认为，现在美国正在争取日

本，如果它达到目的，今后中国的

困难将更大；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

恨情绪不应成为中共争取日本的障

碍。中共要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他

进步势力打击日本的“反动分子”。

1949年7月，中共首次提出“中

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长

期占领日本”，对日索赔问题成了

“与美国争夺日本”的重要砝码。

毛泽东六次感谢日本侵华
中共官方刊物记载毛泽东至少

六次感谢日本侵华。1964年7月，

二战中日本侵华期间，中国损

失惨重，日本战败后向各国进行战

争赔偿，当时中共党魁毛泽东不但

拒绝了日本的巨额赔偿，甚至感谢

日军侵华，令世界震惊。

中共与日本签署联合声明
放弃战争赔偿

1972年7月29日，中共总理

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共同

签署联合声明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

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事实上，自中共1949年窃取

政权后，就开始争取外国对其红色

政权的承认，为了和日本恢复邦交，

中共在60年代就有了放弃对日战

争索赔的意图。

中日建交前，日本公明党委员

长竹入义胜去北京会晤周恩来，周

将经过毛泽东同意的《联合声明》

向竹入义胜披露，其中包括“放弃

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放

弃战争赔偿是毛泽东同意，由周恩

来主动向日本政府表明的。

抗日战争中，中国做出了巨大

牺牲，按1972年价格计算，在日

中共乘国难坐大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

2022年7月16日

毛泽东与访华代表谈话，“日本帝

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

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

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访问中国，毛泽东说：你们有功

啊……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

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怎么能

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

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没有日本侵略，就没有西安

事变，中共就无从取得合法地位。

1937年中共军队仅4万，抗战之

后，中共有近百万正规军和220万

武装民兵，大半个华北以及华中、

华东都成了它的天下。毛泽东对日

本侵略的感激，真的是发自肺腑！

中共得利为何还要反日？
今天中国人头脑中的仇日情

结，是中共系统化仇日教育的结果。

1972年中日建交后，中共一

度与日本交好。80年代的中国老

百姓，对日本是完全没有仇视感的。

六四屠杀后，冷战结束，原共

产党国家纷纷解体，中共急于从爱

国主义、民族主义中找到政权的合

法性。日本是战败国，又与美国结

盟，鼓动国人反日不仅可打击日美

同盟、凝聚人心，而且在国际政治

上的副作用也较小，何乐而不为？

中共不敢承认自己是假抗日、

真卖国，它抓住日军历史上的侵华

罪行，以此掩盖自己夺取政权的非

法性，并在其面临困境时转移视线。

中共利用民族主义将日本制造

成“假想敌”。如今中共放纵国人

狂欢，让更多的国家政府和民众看

清中共的邪恶，加速世界团结起来

解体中共。 大纪元 阿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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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双手背铐、双膝下跪、双

脚戴脚镣，同时将脚镣和手铐用

10公分长的铁丝连在一起，使人

蹲不下，站不起，只能跪着——这

种酷刑叫“背穿”。2022年5月

16日，张萍在兰州第一看守所被

狱警王燕等人上“背穿”20天。

兰州法轮功学员张萍女士，原

是华龙证券公司职工，今年53岁。

2022年5月9日，张萍在街上讲

真相，被便衣跟踪，随后遭非法绑

架、抄家。目前张萍已被非法批捕。

23年来，像张萍一样因信仰

“真、善、忍”而受到中共残酷迫

害的事例，不胜枚举，俯拾皆是。

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

团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来，

至少有481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致死。中共对法轮功群体实施了骚

扰、绑架、劳教、判刑、酷刑折磨、

活摘器官、破坏家庭、开除公职、

抢夺钱财、扣发养老金等等迫害。

百种酷刑 灭绝人性
中共采用了上百种酷刑手段来

折磨法轮功学员。下面仅举几例。

“铐刑”：背铐、手铐、脚铐、

双人铐、死刑镣、穿心镣（手脚铐

一起）、吊铐、地环铐、铐“死人床”。

“摧残性灌食”：撬嘴直接灌食、

鼻饲灌食，灌入浓盐水、浓辣椒水、

芥末油、人尿、大粪水、高浓度酒。

“熬鹰”：连续十几天甚至几十

天不让睡觉、不准合眼，困了用冷

水浇、拽头发、殴打等等，让法轮

功学员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

药物迫害
据明慧网统计，截至2019年

8月，在4287名被迫害致死的法

轮功学员中，有827人经受过精神

病院迫害，包括药物迫害等等。

黑龙江鹤岗市新华农场法轮功

学员宋慧兰，2011年2月23日，

在汤原县看守所被输入不明药液。

当时，宋慧兰感到剜心地难受，痛

苦得满地打滚，说不出话来。

被放回家后，宋慧兰的身体僵

直，脚面、脚趾全部坏死，呈黑色。

2011年5月25日，她的右脚掉落。

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
2022年6月20日，日本经济

评论家菅原潮讲述在2007年他目

睹了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现场。

2007年，菅原潮朋友的哥哥

肝病恶化，在北京的医院准备做器

官移植手术。菅原潮在手术的前一

天去看望了朋友的哥哥。

在那里，菅原潮看到供体躺在

隔壁的床上，是一位21岁的男子。

手脚都缠着绷带，他在前一天被切

23年迫害 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摧残

断了双手和双脚的肌腱。医生说：

是为了防止他逃跑。

医生告诉菅原潮，供体是被判

处死刑的罪犯，“他很年轻，肝脏

非常健康。”菅原潮问，这个人是

干什么的。医生说“是恐怖组织的

成员”，最后说，他是“法轮功”。

但手术失败，病人在手术中死了。

据杰弗里·尼斯爵士的中国法

庭的调查，2000年～ 2014年，

中国进行了六万至十万例移植手

术，法轮功学员是器官的主要来源。

人们常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人不治天治。这就是中共及江泽民

流氓政治集团今天所要面临的境

地，权势再高也逃不过善恶必报的

因果。 明慧网

中共酷刑示意图。 左下图：“背穿”——将人双手背铐、双膝下跪、双脚戴脚镣，
同时将手铐、脚镣用铁丝最短距离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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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共诱骗国人加入

它的邪恶组织，但是当人们认清它

的邪恶嘴脸和暴行后，都会非常

理智地为自己生命做个最正确的选

择——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

织（简称“三退”），远离邪恶。

被骗加入邪恶组织认识
邪党之恶后“三退”

林道子先生在“三退”声明中

说：“本人曾因相信共产党可以带

领中国走向富强而加入中国共产

党，但在入党后逐渐发现中国共产

党言行不一，以高房价竭泽而渔，

以政治宣传愚弄百姓，以言论审查

防民之口，以封锁城市迫害民生，

以至今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

锥之地。”

“年轻的时候我以为邪党是为

广大百姓谋幸福的，在接触真相后

才明白，原来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

邪恶团体。因此本人林道子在此郑

重声明，永远地退出中共的共青团

和少先队组织。”

相信“大外宣”回国认清
中共邪恶坚决“三退”

来自新西兰的江华奇说：“上世

纪50年代我因为相信中共在海外

的宣传，从柬埔寨回到中国，以为

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到中国

后才知道中共的宣传都是骗人的。

后来有机会移民到西方国家，更加

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我宣布退出中

共的共青团，与中共划清界限。”

赤匪统治下的中国
没有亲爱只有怨仇

2022年7月9日，来自盘锦

市的陈凤祺在退党声明中说：“我

曾对赤匪统治下的中国抱有幻想，

幻想着它还会保有一些良知，现在

我彻底明白了，赤匪统治下的中国

没有亲爱只有怨仇。女童肉事件，

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警方

数据库泄密事件，这些事件联合起

来充分地证明了赤匪们的邪恶，而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身亡

后，整个国家竟然没有多少人为其

进行哀悼，反而是进行攻击咒骂，

这个国家在赤匪们的统治下礼仪之

邦已不复存在。”

天灭中共，大势所趋，谁会逆

天而行？顺天意，知晓中共邪恶的

你，现在就去退党网站做“三退”吧。

“在赤匪们的统治下礼仪之邦已不复存在”

“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
com，声明“三退”。如今，超过3.98亿人“三退”。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
移民官认可。

很多中国人曾相信中共的“伟光正”，曾经为党员身份而自豪，而当他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经
历一些事情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受骗了，纷纷选择“三退”，不再与邪恶为伍。下面是他们在全球退
党服务中心网站上发表“三退”声明时的心里话。

“三退”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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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那件事之后
当地没人信电视上
说的那一套

2002年我去打工，跟人谈

起2001年过年期间发生的天安

门自焚是假新闻时，有个人说：

“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

然后，她说了一件事情。

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一天她去村委会办事，来了一辆

警车，下来几个公安，对村干部

说：把你们村那个疯子抓来，他

不是炼法轮功炼疯的吗！村干部

说：他也没有炼过法轮功啊，都

疯10多年了。公安说：我说他

炼法轮功就炼法轮功了！村干部

面面相觑。

于是，就把那个疯子弄来，

推上警车，警察就把这个人拉到

精神病院造假去了。

从此，我们村的人再也不相

信电视里说法轮功的那些坏话

了。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

还相信电视说的那一套啊。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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