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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2月24日电（记
者周效政 韩洁 高攀）原定两天的第
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以“加时两
天”的冲刺模式于2月24日在华盛顿
结束。在第六轮磋商就“主要问题达
成原则共识”基础上，本轮磋商中双
方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围绕协
议文本开展谈判，并在一系列具体问
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外，美国总
统特朗普在其推特账户上宣布将推
迟3月1日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
计划。

越到最后阶段越关键。第七轮
磋商的成功举行意味着中美双方沿

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原则和方向，在解
决问题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重要一
步，朝着最终达成互利共赢协议的目
标越走越近。

两国元首引领是推动中美经贸
磋商前行的“动力源”。自两国元首
阿根廷会晤达成重要共识，尤其近一
个月内，从华盛顿到北京再到华盛
顿，三轮密集高级别磋商中两国元首
分别会见了双方经贸团队，为推动磋
商继续前进指明方向、注入动力。在
前期磋商成果基础上，双方要按照两
国元首指示做好下一步工作。

诚意和行动是解决中美经贸争

端的“钥匙”。近期三轮磋商中，中美
双方以更多实际行动展现愿意磋商、
想解决问题的诚意。本轮磋商中，双
方围绕协议文本开展谈判，在技术转
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
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磋商更具
体务实、更注重细节，共识不断增多，
分歧继续缩小，两国和国际社会普遍
反响积极。

坦诚沟通是推动解决问题的“催
化剂”。在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之
前，双方依照元首共识指引继续平等
磋商无疑是最佳选择。无论是第七

轮磋商延期两天，还是美方推迟上调
中国输美商品关税计划，都体现了双
方对落实元首共识、尽早达成协议的
诚意、重视和紧迫感，但也说明磋商
关键阶段双方仍有一些分歧需要更
多时间克服。越到最后阶段谈判越
艰难，不排除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
性，对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复杂
性和艰巨性要有清醒的认知。

行百里者半九十。接下来的每
一步都尤为关键，合作始终是中美利
益的最大公约数。中美双方关键要
以元首共识为引领，继续本着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态度再接再厉、相向

而行，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同时也要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

对中方而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下，要以历史的眼光理性客观看
待中美经贸磋商的进程和结果。经
贸摩擦是挑战也是机遇，关键要善于
危中寻机，把外部压力化为内生动
力，在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
时，以更高水平开放倒逼改革在深水
区攻坚，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我国实
现民族复兴伟业赢得更多战略机遇
期，营造更好的奋斗环境，拓展更广
阔发展空间。

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将推迟3月1日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计划

朝美领导人河内会晤有何看点?

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与美
国总统特朗普27
日至28日将在越
南首都河内举行
第二次会晤，磋
商如何进一步推
动半岛无核化进
程以及改善朝美
关系。

各方专家普
遍对河内会晤达
成“更具体协议”
抱有期待，但同时
认为会晤成果及
朝美无核化对话
仍然面临诸多不
确定因素和挑战。

金正恩与特朗普去年6月在新加
坡举行的首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双
方签署联合声明，就朝美关系、朝鲜
半岛和平机制及半岛无核化等问题
达成共识。随后，朝美无核化谈判却
陷入将近半年的停滞，双方不仅各说
各话，甚至互相指责。专家认为，朝
美在无核化概念、方式和步骤上分歧

严重。
在多名专家看来，新加坡会晤虽

然实现了“突破”，但并没有形成明确
的具体措施。就半岛无核化、半岛和
平机制和朝美关系改善制定具体措
施，将是第二次“金特会”面临的最大

任务。
韩国韩东大学学者金峻亨说，朝

美领导人均清楚，河内会晤需要达成
更加具体的协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院研究员杨希雨认为，河内会晤有望
真正启动朝美间“实质性谈判”。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说，朝
美近期显现出缩小分歧的迹象，比如
美国官员在表态中对无核化弱化了

“不可逆”的说法，改为“最终、完全经
验证的”无核化。河内会晤有可能就
无核化问题达成“可操作的、有指标性
的具体安排”，甚至大致的“时间表和
路线图”。

目前朝美官员仍在河内磋商，按
惯例可能会一直持续至金正恩和特朗
普会面前一刻。在各方近期披露的消
息中，朝美谈判桌上的几个关键议题
浮出水面。

议题一：宁边核设施与核查。朝
方曾表示，如果美国采取相应措施，朝
方有意采取永久废弃宁边核设施等追

加措施。金峻亨认为，宁边核设施相
关问题将是河内会晤的焦点之一，对
朝鲜丰溪里核试验场、东仓里导弹发
射台和发动机试验场的核查也可能成
为谈判筹码。

议题二：朝韩合作项目与取消制

裁。寻求美方放松制裁被认为是朝方
看重的回报，金刚山旅游区、开城工业
园等朝韩合作项目能否获得“松绑”是
目前关注焦点。特朗普 20 日说，“我
愿意取消制裁，但在此之前对方必须
做出有意义的事情”。

议题三：互设联络处与终战宣
言。美国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分析
师凯尔·费里埃认为，美方目前的谈
判筹码可能包括宣布朝鲜战争终战
与朝美互设联络办公室，以此作为
对朝安全保障措施。但也有专家表
示，美方这一筹码能否让朝方满意
尚是未知。

分析人士认为，半岛无核化与朝
美关系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面
临多重不确定因素。河内会晤取得
实质性成果以及成果落实都面临不
少障碍。

第一，互信缺失。杨希雨认为，朝
美关系所面临的最根本挑战就是战略

信任缺失，相互猜疑也是导致朝美对
话一度停滞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一状
态继续，朝美谈判仍将面临“步步是
坎”的困境。

第二，传统偏见。金峻亨认为，美

国有不少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
朝鲜，认为会谈即是对朝方不小的“回
报”，这增加了朝美平等对话以达成具
体共识的难度。

第三，国内压力。专家认为，朝美

领导人目前都面临着国内压力，特朗
普此前缓和对朝关系的举措在国内受
到一些批评，朝鲜领导人也面临以切
实成果向民众表明无核化道路正确性
的问题，能否继续相向而行考验双方
耐心与定力。

（新华社河内2月25日电)

最大任务

三大议题

三大障碍

注销公告
海口财胜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100665130432M）拟
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仙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迈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伟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海月铭休闲农业有限公司
（91460100MA5T4KJD60）现向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办理事宜。

供 求

遗失声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
支行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陵水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2201026409024932577，核准
号：J6410006129302，声明作废。

▲海口坚兵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2-2，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60100552761609H，声 明
作废。
▲海口龙华豆哥鞋店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46016611222568，声明作废。
▲琼海市土产公司再生资源金属
回收中心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广告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马 修 德 （ 身 份 证 号

230402196911190357），因你自

2017年11月23日请假未归，完全

失去联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

定，公司对你作出解除劳动关系决

定。经多次与你联系未果，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未到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视为自动解除劳动关

系。特此公告

海南航远休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公证处公告
宋沛纹拟继承宋建勋遗留的海口

市机场路金桃苑B幢401号房的

房地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

字第HJ006590号]，如有异议，请

即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本处提

起。联系人：林公证员，电话

68563971。

减资公告
澄迈拍医拍一起创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MA5RDG5D3Q)，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100万元

人民币减少至5万元人民币。请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海誉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9146020039798385XQ）拟向三

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债

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办理事宜。

注销公告
五指山亮舒捷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拟向五指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45

日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五指山鑫源恒资产评估所有限公

司拟向五指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

45日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国家税务总局白沙黎族自治县
税务局遗失开户许可证（正本)，账
户名称：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家税务
局，核准号：Z6410000356102，声
明作废。
▲徐琳遗失坐落于（旧：海口市滨
濂村）海口市海垦路88号金山小
区23幢第8层804房的房屋国有
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明书，分割
证编号：200510122，声明作废。
▲ 母 亲 ： 陈 桂 林 ，
460028197509107227）于 2017
年 12月 28日在海口市妇幼保健
医院出生男婴一名，其《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编号：R460090723，
声明作废。
▲郭亚彩，杨兴利，杨兴友，不慎遗
失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
字第469034201800673 号，声明
作废。
▲海南亿和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杜家昌遗失坐落于龙塘镇新街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山国
用（龙塘）字第0256号,声明作废。
▲杜家昌遗失座落于海南省海口
市琼山区龙塘镇龙塘居委会水巩
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
市集用（2012）第004286号,声明
作废。
▲海南星捷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 ：4600162350，发 票 号 码 ：
00764929，金额：19800元，声明
作废。
▲黄桂玲不慎遗失蔬菜批发市场
A18号档口和A20号档口租赁合
同(原件）两份，合同期：2017年10
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声明
作废。
▲任荣飞不慎遗失士官证，证号：
士字第14713784号，特此声明。
▲徐莉不慎遗失海南爱农物业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海口·滨江壹号B
栋1906房收款证明收据1张，票
据号AN0000195，金额200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汇强通信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3MA5RE1BK3G，声 明
作废。

▲儋州那大小静粉汤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03600308587，声明作废。
▲海南恒浩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亚利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 完 税 证 明 ，（141）琼 地 证
01531173，税票金额为2200元，
声明作废。
▲文昌会文烟堆秀全沙场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5MA5RJ5H579，声明作
废。
▲琼海胜达种植养殖场遗失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隆广镇万岭村民委员会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尚锦莱福大酒店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69034MA5RHT037N，声 明
作废。
▲邢益余不慎遗失文昌市建设工
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号：(临)建字
第469005201800219 号，现声明
作废。
▲海口琼山乐得福超市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107600186044，声明作废。
▲谢秀芬不慎遗失避暑山庄避暑
二期D2栋 605房收据贰张号码
为：0004036、0001536，声明作
废。
▲海口美兰黄金台郑记大酒店公
章破损，现声明作废。
▲林芊妤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4200004140025，声 明 作
废。
▲符欧一宝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
（ 农 村 医 学 ） ，证 号 ：
HN2014211731596，特此声明。
▲琼中白水岭水电站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0861001， 账 号
46001006936053002577），声明
作废。
▲海南发鑫劳务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特此声明。
▲温荣丽遗失不动产产权证，证
号：澄房权证老城私字第 11200
号，声明作废。

优质黄土出售（6万方）
13307685999伍先生

公开征集承包及供应商
为了确保我司维修保养外包和采
购流程规范化运行，根据实际生产
需求，现向社会各单位公开征集我
司港口车辆保养外包、拖车拖卡维
修外包、空调维修、油管和配件加
工、润滑油采购承包商，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一、产品需求：港口
车辆保养外包、拖车拖卡维修外
包、空调维修、油管和配件加工、润
滑油采购。二、资质条件：具有经
营生产相关的营业执照、授权代理
等相关资质的供应商。地址：海口
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联系：钟
先生 13807658004 征集截止日
期：2019年3月2日

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6日

注销公告
琼海金大顺农民专业合作社拟向
海南省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塔
洋工商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
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感恩商会经理事会同意拟向
海口市民政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45天内来我商会
办理相关事宜。

声明公告
2017年8月辞去海南德佳医药有限
公司无持股法人，2018年10月离
职。公司业务本人不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声明人：唐四维

注销公告
屯昌金不换花卉有限责任公司拟
向屯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正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6MA5T2DN805）拟向万
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林立汉持有的《宅基地
使用证》[证号：东建证字0893号]
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
宗地位于东方市八所镇党校后，土
地面积为252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住宅。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因实地
现状有所变动，现按现状坐标和尺
寸来出图，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吴
国宪，南至小巷，西至王泽涛，北至
公路。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
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
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议，
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
档案并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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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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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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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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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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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01150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注销公告
海南亿能天普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信
用代码91460100MA5RD3YL81）
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黄丽燕遗失春熙苑押金条，票
号：5023225（贰仟元整），特此声
明。
▲海口龙华吾悦黑泷太郎餐饮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4601060067252，声明
作废。
▲海南盛世勋涛安防产品有限公
司遗失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代码：3300172130，发票号码：
19766427，金额：1105036 元，特
此声明。
▲海南澄迈金鑫鸟语林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磨损，特此声
明。
▲顾晨曦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滨海
大道32号新外滩复兴城C2028房
的房产证，证号：HK150995，声明
作废。
▲顾晨曦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滨海
大道32号新外滩复兴城C2012房
的房产证，证号：HK151012，声明
作废。
▲顾晨曦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滨海
大道32号新外滩复兴城C2030房
的房产证，证号：HK150993，声明
作废。
▲顾晨曦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滨海
大道32号新外滩复兴城C2011房
的房产证，证号：HK151013，声明
作废。
▲顾晨曦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滨海
大道32号新外滩复兴城C2029房
的房产证，证号：HK150994，声明
作废。
▲符学秀遗失海南医学院毕业证
书，证号：2000C133098，声明作
废。
▲海南省委统战部机关工会，遗失

“中共海南省委统战部机关工会委
员会”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三亚通宝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昌江分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6410011910601,声
明作废。
▲屯昌王引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一本注册号：
469026NA000467X现声明作废。
▲三亚田独阿万饲料行不慎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20002925601，声明作废。

▲陈立伟遗失海南保亭闽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庄园御景D2-
815 收款证明收据 1 张，房款:
344530.00元，编号：0005654号，
现声明作废。
▲占荣芳遗失海南闽庄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庄园丽都二期A2-
117 收款证明收据 3 张，编号：
0004947 号 、 0047937 号 、
0049383，现声明作废。
▲万宁曾照明木材加工厂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06MA5RDUFT67，声
明作废。
▲万宁大茂群乐平照木材加工厂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69006600140025，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佳和早茶店不慎遗失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本，证号:
460051181428，声明作废。
▲万宁市万城燕霞水果杂货店不
慎遗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副本，
证号:460051181013，声明作废。
▲万宁旺水商务大酒店不慎遗失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副各一
本，证号:460051240212，声明作
废。
▲万宁兴隆明才日用品店不慎遗
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本，证
号:460051182634，声明作废。
▲海南星皇投资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国
贸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2434601,现声明作废。
▲江苏中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昌
江分公司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3 张，代码 4600182130，号码
00504506， 00504505、
00504507，现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益民中西药店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好四方商行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69007600099649，声明作废。
▲韦国平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30198002023311，流水号:
4600027354，声明作废。
▲大成酷乐美餐厅(经营者:张国
城)遗失餐饮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JY24604000005837，声明作废。

这是华为公司2月24日发布的华为Mate
X手机海报。

华为公司24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产品
发布会，首次推出基于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的商用手机Mate X。这款智能手机采用折叠屏
设计，其搭载的多模5G芯片被誉为“华为最强”。

新华社发

华为推出首款
5G折叠屏手机Mate X

海南菜篮子价格快报
发布单位：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采价时间：2019年2月25日 单位:元/斤

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黑猪肋条肉
黑猪精瘦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冰鲜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未经处理，按把换算

农贸市场均价
13.33
19.88
55.68
53.42
14.02
6.89
23.06
4.10
3.88
4.19
3.61
2.48
5.59
4.43
4.19
3.21
2.72
2.54
7.32
2.18
4.63
3.43
2.84

日环比
-1.38%
-0.03%
-0.08%
-1.08%
-0.42%
0.32%
0.62%
-1.34%
-1.15%
-0.65%
1.67%
-0.44%
-1.17%
-3.55%
-2.62%
-2.48%
2.02%
-0.14%
1.71%
-0.35%
3.01%
-1.02%
0.66%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月24日12时-2月25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5

19

15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5

27

24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