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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蔡君毅不慎将坐落于丽景路2

号宝安滨海豪庭3栋1303的房屋

所有权证遗失，产权人：蔡君毅，房

屋 所 有 权 证 证 号 ：海 房 第

HK406646号，声明作废。

▲朱海珠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证

号 ：460107600136236，声 明 作

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时寅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

收据编号：雅恒 0011946，金额

200,000.00元；雅恒0012477，金

额800,000.00元；雅恒0012478，

金 额 1,055,862.00 元 ；雅 恒

0022647，金额14,571.60元人民

币，声明作废。

▲刘一文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073739，金额

9,477.60元；雅海0073737，金额

165,000.00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王淇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

收据编号：雅海 0088642，金额

117,496.00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马晓蕾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114410，金额

1,164,907.00 元人民币，声明作

废。

注销公告
海 口 启 逸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91460100324144668T）拟向海
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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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中瑞鑫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拟
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工商行 政
管理局长征工商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 45天内
到本社办理相关事宜。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减资公告
百事通公共关系服务（海南自贸区）
有限公司（91460100MA5T695W
3K）由原注册资金人民币一千万
元拟减至人民币两百万元，其债权
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停业公告
亲爱的顾客朋友：海口龙华区大同
路24号万国大都会负一楼家润发
超市店将于2019年5月31日22：
30起停止营业进行升级整改，由
此给顾客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
意。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提供所需
的服务与帮助！把对顾客的影响降
到最低。请持本超市会员卡的顾客
尽快到店进行积分兑换，持有本超
市储值卡的顾客在停止营业前尽
快到店消费完毕。停止营业后储值
卡仍有余额的顾客请在6月5日前
拨打服务热线：0898-66793335\
66793336衷心感谢您一直以来对
海口家润发超市万国大都会店的
关爱和支持！桂南家润发商贸有限
公司 2019年5月12日

▲刘耘彤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108245，金额

981,378.00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林茂森;周红不慎遗失海南雅居

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

款收据，收据编号：雅海0105389，

金额200,000.00元人民币，声明

作废。

▲于海明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136754，金额

200,000.00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梁尚游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

收据编号：雅恒 0028095，金额

48,737.88元；雅恒0028096，金额

6,586.20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李莉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

收据编号：雅海 0041287，金额

31,858.08元；雅海0056069，金额

4,494.00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海南保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698924183A）因财务章

破损，特此声明。

▲陈一铭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

收据编号：雅恒 0026988，金额

50,000.00 元；雅恒 0026989，金

额 20,000.00 元；雅恒 0027045，

金 额 30,000.00 元 ；雅 恒

0027417，金额1,355,860.00元；

雅恒0027863,金额1,055,860.00

元；雅恒0029007，金额8,372.40

元；雅恒0029008，金额75,351.60

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李嘉文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

收据编号：雅恒 0044682，金额

6,583.20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刘臻霖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108242，金额

1,488,236.00元；雅海0108243，

金额117,732.00元人民币，声明

作废。

通 告
邱裕凯、陈书贝、陈廷冬：

你们于2018年10月3日与刘洪钧

签订购买刘洪钧名下位于海口市

滨海大道288号东方洋大厦401

号、304号、302号房屋买卖合同，

但由于你们至今未履行合同中规

定的付款等相关义务。期间多次

联系未果。故通告如下：自通告之

日起三日内，请你们按合同的约定

支付应支付的购房款并履行合同

中约定的相关义务，逾期合同自行

作废。同时请将甲方提供给你们

的身份证、结婚证等相关证件的复

印件一并归还。公告后仍不履行

合同等相关义务，因此而造成的一

切后果损失均由你们承担。

特此通告 通告人:刘洪钧

▲符淑展遗失毕业证，证号：

HN2018211730486，特此声明。

▲洋浦陈云重庆快餐店《食品经营

许 可 》 ( 许 可 证 编 号:

JY24605000013064) 正 副 本 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祖关镇亚欠小

学不慎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68844742597723W，有 效 期

自 2015 年 06 月 12 日至 2020 年

06月12日。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富通劳务建安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8509202，账号：

2201026839200037430，声明作

废。

▲海口美兰达安医药推广服务中

心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60108MA5RJWMX

1D，声明作废。

▲三亚海棠湾华钜门窗加工店遗

失00114789和00114790两张发

票，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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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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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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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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包荔枝生产经营权
海南橡胶金鸡岭分公司红明片现
有367亩于2017年种植的荔枝，
现拟对外发包20年荔枝园生产经
营权，有意者请联系吴先生，电话：
13976320016

广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税二稽告〔2019〕9号
洋浦津福船务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300760388810G）:

因你公司不在注册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到公司实际管理

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

百零六条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

（琼税二稽强扣〔2019〕004号），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

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

到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文书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

十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局长批

准，决定从2019年4月16日起从你（单位）在工行洋浦分行的

存款账户中扣缴税款 154.14 元，滞纳金 137.27 元，合计

291.41元。

2019年5月12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税二稽告〔2019〕10号
海南志海药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300MA5RC6AC43）:

因你公司不在注册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到公司实际管理

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

百零六条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

（琼税二稽强扣〔2019〕007号），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

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

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文书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

十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局长批

准，决定从2019年4月17日起从你（单位）在中行洋浦分行的

存款账户中扣缴税款2844.31 元，滞纳金1632.64 元，合计

4476.95元。

2019年5月12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税二稽告〔2019〕11号
洋浦金钻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396790116）:

因你公司不在注册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到公司实际管理

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

百零六条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

（琼税二稽强扣〔2019〕005号），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

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

到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文书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

十条、第八十八条规定，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局长批

准，决定从2019年4月16日起从你（单位）在工行洋浦分行的

存款账户中扣缴税款10639.81元，滞纳金8421.41元，合计

19061.22元。

2019年5月12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关于送达《税务稽查结论》的公告

琼税二稽告〔2019〕12号
海南德源药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000747799914K，
法定代表人：刘瑞军)：

我局对你公司2016年度取得26份增值税发票涉税情况的税
务检查已结束，因你公司未在注册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相关人
员，《税务稽查结论》（琼税二稽结【2019】4号）无法直接送达，请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派员到我局领取。逾期不领取，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办公楼707室执行科
电话：66969171

2019年5月12日

新华社华盛顿5月11日电（记
者韩洁 高攀）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
级别磋商于5月9日至10日在华盛
顿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
头人刘鹤在磋商结束后对媒体表示，
中美关系十分重要，经贸关系是中美
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不仅涉
及两国关系，也涉及世界和平与繁
荣。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但

合作是有原则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中方决不让步。

刘鹤表示，中方此次带着诚意来
华盛顿磋商，与美方进行了坦诚、建
设性的交流，双方同意继续推进磋
商。中方强烈反对美方加征关税的
做法，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
不利于整个世界，中方将不得不采取
必要反制措施。

刘鹤强调，双方的协议必须是

平等、互利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
方决不让步。目前双方在很多方面
达成了重要共识，但中方三个核心
关切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一是取消
全部加征关税。关税是双方贸易争
端的起点，如果要达成协议，加征的
关税必须全部取消。二是贸易采购
数字要符合实际，双方在阿根廷已
对贸易采购数字形成共识，不应随
意改变。三是改善文本平衡性，任

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尊严，协议文本
必须平衡，目前仍有一些关键问题
需要讨论。去年以来，双方谈判出
现几次反复，发生了一些曲折，这都
是正常的。在双方谈判仍在进行的
过程中，随意指责“倒退”是不负责
任的。

刘鹤表示，对中国来说，最重
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
国内市场需求巨大，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推进将带来产品和企业竞
争力的全面提升，财政和货币政策
仍有充分的空间，中国经济前景非
常乐观。在大国发展的过程中，出
现一些曲折是好事，可以检验我们
的能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只要我们坚
定信心，共同努力，任何困难都不
怕，一定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良好态势。

美方日前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 10%上调至
25%。针对美国这一单边主义行为，
各方普遍认为加征关税无助于解决
问题，不仅有损美中两国经济，更会
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信息技术
产业协会、化学委员会、大豆协会等众
多行业协会近日纷纷发表声明，反对美
国进一步调高中国输美商品关税。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副
会长戴维·弗伦奇说，美国政府突然
宣布上调关税将严重扰乱美国企业
经营，尤其是那些因资源有限而难以
缓解关税压力的小企业。

弗伦奇强调：“关税是美国企业和
消费者缴纳的税款，并不是中国缴纳
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近发布的一
项研究也显示，美国去年对钢铝产品
和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导致去年美国
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0.3个百分点。

法新社援引世界贸易咨询公司
的研究报道说，将加征关税税率提高
到25%会导致美国一家四口每年开
支平均增加767美元，并威胁到近
100万个就业机会。

据路透社报道，在2000亿美元中
国输美商品中，包括调制解调器、路由
器等在内的数据传输设备占比最大，总
额超过200亿美元。美国消费技术协
会主席加里·夏皮罗表示：“消费科技产
业维系了超过1800万个美国工作岗
位，加征关税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鉴于中国是美国大豆重要的消
费市场，美国豆农也对美国政府的最
新关税举措感到失望。美国大豆出
口协会首席执行官吉姆·萨特说，这
些关税，以及由于未能达成协议取消
中方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反制性关税，
直接影响到美国农民，“他们已经在
市场不确定性中挣扎一年了”。

不光是豆农，其他普通消费品行业
也将受到关税冲击。美国布鲁克林自
行车公司创始人瑞安·扎格塔表示，
10%的关税增幅已经让业界苦不堪言，
25%的关税增幅将对市场产生难以估
量的影响，将完全改变行业游戏规则。

根据行业数据，美国每年销售的
1800万辆自行车整车中有九成来自中
国。同时美国每年还从中国进口价值
3亿多美元的零配件。由于很难找到
像中国这样的替代来源，美国政府的

“关税子弹”将实实在在地打向自己人。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研究员克丽

斯廷·齐切克表示，对从中国进口的
汽车零配件加征关税，将使在美国生
产的每辆汽车成本平均增加约190
美元，而绝大部分增加的成本将由消
费者埋单。同时，汽车厂商因成本上
升而上调售价，其销量也将受到影响。

澳大利亚9号电视台在10日的
报道中也说：“从历史经验来看，贸易
战没有真正的赢家。”报道说，美国的
这种做法如引发贸易战，会对世界经
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贸易战没有赢家
——各方反对美国对华升级关税措施

刘鹤在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时表示合作是正确选择

重大原则决不让步 坚决反对加征关税

5月9日至10日，在华盛顿举行
的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牵动
全世界目光。磋商期间，美方对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
10%升至25%。对于美方此举，中方深
表遗憾，并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
施，同时再度重申：加征关税无法解决
问题，合作和协商才是正确出路，但必
须以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为前提。

中美双方经过十一轮经贸高级
别磋商，已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
大市场准入、促进双边贸易平衡等
方面取得诸多实质性进展，但在中
方核心关切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正
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
人刘鹤在磋商结束后对媒体释放出
的信息，谈判并没有破裂，出现暂时
的问题不可避免，中方在原则问题
上也不会妥协，但双方都有意愿继
续保持磋商，并同意未来北京再见
面。这些积极信息让外界对双方协
商解决分歧更为审慎乐观。

解决好分歧继续推动磋商，双
方必须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在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相向而行。

如刘鹤所表示，中方需要有一
个平等的、有尊严的合作协议。事
实再次证明，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是磋商顺利推进不可逾

越的“底线”和“红线”；而确保双方
磋商地位平等、磋商结果双赢，更是
最终能达成协议的根本保证。如果
始终一方压着一方谈判，或结果只能
一方得利，磋商之路注定越走越窄。

据了解，目前双方在取消全部
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应当符合
实际以及文本平衡性三个中方核心
关切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取消全部加征关税，其实也是美
国商界、农民的普遍诉求。美国140
多家行业协会近期联合致信美国总
统特朗普，指出美方对华加征关税实
际也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加税，会
造成企业裁员、投资推迟、物价上涨
等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最终未能取
消全部加征关税，也意味着美国政府
对美国人民“违背了承诺”。

解决好分歧继续推动磋商，双方
必须辨明合作的大势所趋，拿出更多
智慧寻找两国间的“最大公约数”。

正如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倒
退回一个个小湖泊、小河流，对走过
40 年的中美关系而言，无论前途是
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
正确选择。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是
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从建交时双边贸易不足25亿美元，
到如今超过6300 亿美元，伴随经济
全球化浪潮，全球产业链上的中美
经济早已密不可分。

顺应这一潮流，双方关键应保持

战略定力，努力增进互信，解决好在
核心问题上的分歧。能否在坚守原
则底线基础上，照顾好彼此的核心关
切，推动经贸磋商回到解决问题的正
确轨道，考验双方团队的智慧。

解决好分歧继续推动磋商，双
方必须正确看待经贸问题的长期
性、复杂性、艰巨性，拿出更大耐心
和毅力攻坚克难。

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打打谈
谈或将是中美解决经贸摩擦的常
态。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已经做
好全面应对准备，也会理性对待后
续磋商。就像马拉松赛跑最后一
程，接下来双方会就协议文本逐条
磋商，未来也将以更大耐心、更强定
力看待中美经贸磋商反复博弈的可
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做好应对各种
风险挑战的充分准备。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北风。对中国而言，大国成长过程
中经历一些事情不是坏事。历经70
载风吹雨打，中国既有深厚实力和
巨大潜力，也有强大抗打击和抗风
险能力，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应
对各种风险挑战。未来逐梦路上，
中国更坚信，唯有用好改革开放这
个“关键一招”，推动高质量发展，做
强国内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应
对挑战能力，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
前景。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0日电）

尊重彼此核心关切
是解决好分歧的前提

时评

5月11日拍摄的2019北京世园会世界气象
组织园。

当日，以“气象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的北京
世园会“世界气象组织荣誉日”活动在世园会园区
举行。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北京世园会迎
“世界气象组织荣誉日”

5月11日，澳门中学生在参加训练营活动。
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与澳门特

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举行2019澳门中学生国旗
手训练营活动，来自澳门30所学校的260余名
中学生参加。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举行
澳门中学生国旗手训练营活动

5月11日，在常青街道姚公社区开展的“妈妈
我爱你”主题活动中，小朋友给妈妈洗脚。

母亲节前夕，安徽省合肥市常青街道举办“温
馨五月 感恩母亲”系列活动，迎接母亲节的到来。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温馨五月 感恩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