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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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猪精瘦肉
黑猪肋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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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14.44
55.46
59.27
14.94
7.01
23.69
5.04
5.28
5.27
3.37
2.48
4.27
4.06
5.31
3.19
2.84
2.39
6.36
2.64
5.56
3.05
2.59

日环比
-5.27%
-4.58%
-0.22%
-0.18%
-0.02%
-0.17%
-2.48%
-1.34%
0.60%
-0.27%
0.89%
-2.57%
1.56%
-0.43%
0.05%
0.87%
0.13%
-3.03%
2.57%
4.17%
1.69%
0.07%
5.18%

广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资规［2019］2154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
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
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
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琼山分局土地一室办理异议登
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
联系电话:6586029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0日

产权
申请人
傅少雄
傅少锋

土地
座落

海口市琼山区
河口路马坡村

用地
面积

126.54
平方米

权属
来源

《买卖楼基合同书》（1992）琼
房卖字第89号、付款凭证

原土地
使用者

琼山县建委房地产开发公司，琼山国
土（1988）31号、琼国土征【1988】79号

关于悦海豪庭规划及建筑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国豪置业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市嘉积镇豪

华路北侧，用地面积为1897.8平方米（约2.84亩），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
总建筑面积为4265.7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3780.22m2）,容积率1.99，
建筑密度29.65%，绿地率30.1%，停车位28个。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
作日（5月28日至6月5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gt/bm/gtj/gkml/）、
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502室；地址：琼海市金海北路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编：
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
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7日

关于琼海市嘉积镇南堀小学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市教育局，项目位于琼海市嘉积镇万泉河沿河

南路东侧，用地面积为51412平方米（约77.12亩），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
总建筑面积为32969.48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24058.84m2）,容积率
0.47，建筑密度19.83%，绿地率40.11%，停车位149个。为了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
个工作日（5月28日至6月5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gt/bm/gtj/gkml/）、
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502室；地址：琼海市金海北路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编：5714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
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4、咨询电话：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7日

拍卖公告
（第19008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6月6日下午15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公开
拍卖：儋州市新洲镇黄玉村内堆沙点，堆存的河沙资源量（松方）为
7261m3,参考价：单价为238元/m3，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 6月5日止；
报名时间：2019年5月28日至 6月5日下午17时止（以保证金

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账户名称：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儋州市支行，账号：2201026039024501013；

特别说明：本标的物按现状拍卖，标的现状以现场实际测算数量
为准，并作为本次拍卖结算总成交价款的依据。

报名地点：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20号；
咨询电话：0898-23881390 13322095777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8日

就美方称“还没准备好同中国达成
经贸协议”一事

外交部作出回应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侯晓晨）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方
称“还没准备好同中国达成经贸协议”一事作出
回应。

据报道，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7
日声称，美国还没准备好同中国达成经贸协议。

陆慷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包括一些高层人士在内，围绕中美经贸磋商
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时候说很快要达成协
议，有的时候又说达成协议可能有困难。

“就在同一时期，中方的表态始终是一致的。”
陆慷说，“第一，我们始终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的任
何分歧，包括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分歧，当然应该通
过友好协商和磋商谈判解决；第二，我们始终坚
持，中美之间的经贸磋商必须基于相互尊重和平
等互利的原则。”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国政府以任何形式、
任何借口与台湾方面进行官方往来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侯晓晨）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
反对美国政府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与台湾方面
进行官方往来，他敦促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
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两国在重要领域的合作产
生影响。

据报道，台湾方面声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近期与他的台湾“对应官员”进行了
会谈。陆慷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说：“鉴于美国政府
已经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诺它与台湾只是保持非官
方的往来，所以不存在所谓李大维先生与博尔顿
先生是‘对应官员’一说。”

“对于你提到的事，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陆慷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
基础。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政府以任何形式、任何
借口与台湾方面进行官方往来。我们也坚决反对
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径。这
一立场十分明确，也从未改变。”

外交部：

美国政府竭力打压华为
对美民众造成伤害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侯晓晨）针
对《纽约时报》近日刊发文章称美国政府的华为禁
令导致美农村地区无线基础设施建设被迫中断，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7日表示，美国政府竭力打压
华为的做法对美国业界和消费者产生了实实在在
的伤害。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昨天，《纽约
时报》头版刊发了一篇封面文章称，美国政府的华
为禁令导致美农村地区无线基础设施建设被迫中
断，美农场主面临无法及时与外界联络的境遇。
中方有何评论？

陆慷说，“美国政府某些人竭力打压华为，
一方面始终拿不出任何令不论是美国国内还
是国际社会信服的证据；另一方面却对美国民
众，包括业界和消费者，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伤
害。美国国内对此有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这毫
不奇怪。”

美国一些政客在国际事务中惯于使
用双重标准、动辄搞所谓的“美国例
外”。一句话，在这些人眼中，美国理所
应当永远居于规则之上，规则的尺子是
用来量别人的，和美国人自己毫无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政客手
握双重标准，在贸易、债务、规则、人权
等领域大放厥词，暴露出混乱的逻辑
和倨傲的姿态。比如，在世界贸易组
织规则问题上，众所周知美国才是迄
今为止最大的“不守规矩者”，然而美
国一些政客却颠倒黑白，指责中国破
坏世贸规则。又如，在全球气候变化
问题上，明明是美方拒绝在共同文本

中提及“气候变化”，导致北极理事会
部长级会议 20 多年来第一次未能发
表联合声明，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却
指鹿为马，称中俄两国可能对北极造
成生态破坏的威胁。凡此种种，无不
暴露出美国“高于规则”的虚妄幻觉、
予取予求的蛮横心态。

“美国例外”的本质，是一种文明
优越论，即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
一样，“注定是伟大的”并且“必将领导
世界”。比如，在拉美事务上，美国长
期视之为自家“后院”，炮制臭名昭著
的“门罗主义”，动辄施压、威胁甚至颠
覆别国政权，导致拉美地区不得安

宁。又如，美国向一些国家输出所谓
民主，结果带来了社会分裂、族群对
立，已是人尽皆知。历史证明，这一观
念不仅是虚妄的，也是极其有害的。

美国一些政客之所以有恃无恐，
明目张胆大搞“美国例外”，归根结底
在于深埋心中的霸权思维作祟。他们
费尽心机编织各种谎言、找寻各种借
口，实质上是打压别国正当发展权益，
是以政治手段肆意干扰经济活动的霸
凌主义行径。蓬佩奥以危害国家安全
为由四处游说，威逼利诱各国政府拒
绝同华为公司合作，恰是对美国标榜
的市场规则、国际贸易准则的肆意践
踏。对此，英国《卫报》文章切中要害
地指出，蓬佩奥属于冷战时期的一代
人，在当今世界依然沉迷于对“美国例

外”和美国霸权的迷思。
再高明的魔术，也有被拆穿的时

候，更何况是这些美国政客漏洞百出
的言行。他们双重标准的所作所为，
早已为国际社会所洞悉，常常沦为笑
柄。比如，针对美国副总统彭斯假惺
惺提醒他国“勿轻易掉入中国的‘债务
陷阱’”，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财政、税收
和经济事务常务委员会主席阿萨德·
奥马尔直言：“当他们自己投资时，称
这是出于贸易目的。当中国投资时，
他们就描述成奴役小国的阴谋。这是
虚伪的双重标准！”“美国在对别人提
要求时，自己也需遵守规则。”华盛顿
的诸多做法让美国前财长雅各布·卢
不得不给出这样的提醒。

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地球村，

世界各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增
强规则意识，在通力合作中共同应对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美国一
些政客无权以牺牲别国正当利益为代
价来维护自身优势地位，更不可能靠
缺少道义的鲁莽之举“再次伟大”。奉
行双重标准、搞所谓的“美国例外”，就
是蓄意破坏国际规则，严重冲击国际
关系体系的稳定。正如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所说，
在各国利益密切交融、命运息息相关
之时，“美国例外”的论调很可能让美
国变成“21 世纪的无赖国家”。世人
心中自有一杆秤。不管是谁，违反国
际公认的规则和标准胡来，到头来只
能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美国例外”是有害的文明优越论
——双重标准必将失败

■ 钟声

张富清淡泊名利，也珍惜荣誉。
几十年里，一只国家慰问的搪瓷缸，被
他随身携带，视若珍宝。

这只搪瓷缸来头可不小。
1953年，全军抽调优秀指战员抗

美援朝，已是连职军官的张富清主动
请缨入朝作战。他和几十名战友从新
疆出发马不停蹄赶往北京。在北京整
装待发之际，《朝鲜停战协定》签署。
他们随即被送往文化速成学校学习文
化知识。

几个月后，董必武任总团长的“全
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赴各
地部队开展慰问活动。当时，张富清
正在江西南昌防空部队文化速成学校
学习。慰问团来到这里，作为上级抽

调的优秀军官，他和战友们一人获得
一块纪念章，一个搪瓷缸。

1955年，张富清退役转业。他带
着爱人孙玉兰一路向西，来到湖北省
最偏远的来凤县。路途遥远，交通不
便，在他们简单的行李中，就有这只
搪瓷缸。

从来凤县城到三胡区、卯洞公社
再到来凤县城，张富清工作的地点一

变再变，但是随身携带的物件里，始终
有这只搪瓷缸。

他是如此爱惜这只搪瓷缸。每到
一个地方，他都把搪瓷缸摆在触手可及
之处。孙玉兰至今记得，有一次搪瓷缸
被谁不小心碰着摔到了地上，脾气温和
的张富清当场就提醒：“你注意点呢！”

时间久了，搪瓷缸被磨破，张富清
拿牙膏皮补好后继续用。补了又补，

实在没法再用，他就拿来装牙膏。如
今，搪瓷缸被他小心收藏了起来。

“他说只有不要命的人才能得到
这个缸子……”相濡以沫数十年，孙玉
兰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情。

是的！对于张富清来说，这只搪
瓷缸，不仅仅是喝水的杯子，而是装着
部队的回忆，装着军人的荣誉。

不论是端着喝水，还是闲暇之余

看上一眼，这只搪瓷缸都让张富清感
受到，战友们仿佛还在身边。

这只打满补丁的搪瓷缸，一面印
着天安门、和平鸽的图案，一面印着

“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
祖国 保卫和平”“全国人民慰问人民
解放军代表团赠”等几行字。多次修
补，一些字已缺失，但每个字张富清都
记得清清楚楚。斑驳的颜色，见证了
英雄离开战场，归于平凡的岁月。

“这是全国人民慰问的缸子，是全
国人民对我的爱戴，我要一直留着
……”张富清说。

这只搪瓷缸，也是张富清一生艰
苦朴素的最好体现。

(新华社武汉5月27日电)

搪瓷缸
——张富清的英雄人生之三

中国金融业运行稳健 经得起外部变化冲击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就美对我新一轮加征关税影响答记者问

美方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将
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中国金融
业是否有足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金融业将如何应对市场变化？人民银
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27
日接受了记者采访。

影响有限 中国完全
有能力应对经贸摩擦

记者：近期，美方不断升级经贸摩
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郭树清：从中国来看，美国固然
可以把关税加到极限水平，但这对中
国经济的影响有限。经贸摩擦的影
响完全可控，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做
好应对。

一是中国国内消费已经成为拉动
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绝大多数输
美产品都非常适合内销，中国正处于
消费升级时期，快速扩展的庞大市场
会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

二是市场多元化取得很大进展。
我国产品海外销售的国家和地区不断
增多，“一带一路”倡议日见成效，美国
之外的市场欢迎更多中国产品。

三是美国无法完全限制中国产品
对美出口。相当一部分中国产品还会
出口到美国，有的是因为找不到替代
品，有的是因为美国进口商愿意分摊
加征关税成本。

四是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加速调整
升级，需要有一定比例的生产转移到
海外，这有利于我们实现产业更新换
代，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中国
的高质量发展。

五是对我国金融市场冲击有限。
金融市场往往比较敏感，容易反应过
度，去年有较强的波动。2019年中国
经济开局良好，能对金融市场形成有
效支撑，目前的韧性显著增强，进一步
的影响会更小。

历史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靠
封锁或制裁不仅不能阻止中国的发
展，反而会激发我们创业创新的决心，
加快转型发展的步伐。中国经济韧性
强，产业结构完整，市场空间广阔，发
展潜力巨大，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
是应对风险挑战的根本支撑。尤其重
要的是，我们拥有独特的政治和制度
优势，这是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坚强
保证。

稳健运行 中国金融
体系经得起外部变化冲击

记者：市场有担心，在美方升级中
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体系
能否扛得住外部环境变化。在您看
来，我国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能
力如何？大家有没有必要担心？

郭树清：担心是没必要的。近年
来，我们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机构体系，规范市
场秩序，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金融乱象治理效果明显，行业运行平
稳，风险总体可控。

近年来，我们拆解影子银行，将违
法违规、层层嵌套、透明度低、风险隐
蔽的产品作为整治重点，两年来共压
降12万亿元高风险资产。银行体系
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盘活信贷存
量，两年累计处置不良贷款3.48万亿
元。严厉查处非法金融活动，坚决整
治不法金融集团和高风险机构，违规
网络借贷平台大幅压降，金融领域野
蛮生长现象得到遏制。

坦率地说，去年中美经贸摩擦刚
发生的时候，大家思想准备不足，有点
心里没底，金融市场反应有些过度，股
市、汇市出现较大波动。但经过一年
多，大家看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实际
对经济的影响很有限。经济走势稳中
向好，结构调整有序开展，新旧动能转

换持续推进。
到目前为止，今年的金融市场，无

论是股市、债市，还是汇市都是比较稳
定的，相信后面的影响会更小一些。
像汇率问题，市场没有恐慌，老百姓没
有恐慌。

当前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从过去
发散状态转向了收敛。我们处置风险
都是比较主动的，以自我革命的方法
去处置，不是等到发生危机时才去处
置化解。

做好自己的事 提升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记者：在当前形势下，金融业该做
好哪些事情？

郭树清：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与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我们
将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开放，坚决打好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在应对经
贸摩擦中发挥积极作用。

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一是继续实
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充分调动信贷、债券、股权、保
险等各类金融资源，有效增加表内融
资供给，满足有效融资需求。二是完
善市场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措
施。推动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探索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融资、创新
创业金融债券、股权基金、产业基金、
天使投资等产品和服务，拓宽科技型
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提高科技创新
金融服务水平。三是对受到贸易摩擦
影响的出口型企业，加强市场化金融
服务及汇率风险管理，鼓励其不断开
拓出口新市场。四是继续大力发展普
惠金融，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
业，在解决融资难的基础上推动降低
融资成本。

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最重要的是
做好自己的事。对金融业来说，就是
要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
市场体系、产品体系，进一步提高金融
供给对实体经济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同时将坚持不懈治理金融市场乱象，
有序化解影子银行风险，强化不良资
产真实认定和有效处置，依法处置高
风险机构，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更加注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
有效需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
风险，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
一步强化政策协同，共同防范金融市
场异常波动和共振。

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
遭受巨大损失

记者：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贬
值。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您说过
做空人民币必然遭遇巨大损失，这方
面的底气在哪儿？

郭树清：近年来，人民币有效汇率
在全球货币中一直表现稳健，中国政
府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
稳定性之间求得平衡，得到了国际社
会广泛认可。过去十几年里，凡是人
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基本都是由
于外部原因。

最近一次是今年5月，离岸人民
币兑美元一度下跌超过3%，完全是
美国升级经贸摩擦进而影响市场情绪
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期外汇市
场出现波动，但中国企业和居民并没有
出现恐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通过
买卖外汇来获取投资收益是不现实的，
将金融资产转移到海外也是不安全
的。在成熟市场国家，几乎没有企业和
居民专门靠“炒汇”获取投资收益。

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是正常的，

但长期看，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
币不可能持续贬值。中国仍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具备极好的市场
空间和增长潜力。随着经济发展质量
提升，人民币市场汇率将不断向购买
力平价靠近。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
受巨大损失。

金融业对外开放不会
停顿更不会倒退

记者：去年我们推出了15条银行
业保险业开放措施，这个月初又有新
的 12 条开放措施。这些开放措施的
进展情况如何？下一步金融开放的方
向是什么？

郭树清：去年推出的15条银行业
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和今年5月初公
布的12条新措施，正在抓紧落实，稳
步推进。一些新设外资机构获得批
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在按程序修订，
我们正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路线图全
面推进，除了银行业保险业之外，我们
还将加大证券业基金业的对外开放，
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在对外开放上，我们不会停顿，更
不会倒退，金融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
大。未来金融业开放空间仍然很大，
我们将推动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境内外各主
体一视同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金融业对外开放始终要与风险管
控能力相适应，要特别防止短期跨境
资本大进大出。所以，我们特别欢迎
那些拥有良好市场声誉和信用记录，
在风险管控、信用评级、财富管理、专
业保理、消费金融、养老保险、健康保
险等方面具有特色和专长的外资机构
进入中国，丰富市场主体、创新金融产
品、激发市场活力。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新华社
记者李延霞 人民日报记者欧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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