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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57号

海南华源醇和医药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码:460100760368799

事由：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
税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
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1日起继续阻止你公
司法定代表人智高潮出境。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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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阻止出
境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10号），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
为送达。附件：《阻止出境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10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21日

琼税一稽阻〔2019〕10号
海南华源醇和医药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码:460100760368799

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税担
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局已
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智高潮出境。到边控截止时间止，你公司仍
未缴清欠税，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1日起
继续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智高潮出境。

你公司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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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21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阻止出境决定书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59号

海南华科达工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码：460100687298033

事由：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
税担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
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1日起继续阻止你公
司法定代表人卢继宏出境。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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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阻止出
境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12号）。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附件：《阻止出境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12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21日

琼税一稽阻〔2019〕12号
海南华科达工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码:460100687298033

因你公司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税担
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我局已
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卢继宏出境。到边控截止时间止，你公司仍
未缴清欠税，本局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1日起
继续阻止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卢继宏出境。

你公司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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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6月21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阻止出境决定书

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抵/质押人)
抵/质押人：海南海协镀锡原板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编号为琼交

银（营业部）2012年固贷字第0004号、第0005号的《固定资产贷款
合同》、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固贷补字第HX001号的《补充协议》
和编号为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重组贷字第HX001号、第HX002
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和编号为 琼交银
（营业部）2012年最抵（非额度）字第0002号、琼交银（营业部）2017
年重组抵字第HX001号、第HX002号 的抵/质押合同(以下简称

“担保合同”)，我行对海南海协镀锡原板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债务人”)享有债权（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柒仟伍佰陆拾万
零玖佰捌拾肆元贰角。根据主合同约定，我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
到期日为2019年07月02日。债务人应在该日前归还全部债务本
金并结清利息，共计（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柒仟伍佰陆拾万
零玖佰捌拾肆元贰角。其中，本金（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
陆仟壹佰贰拾壹万柒仟伍佰捌拾陆元柒角 ，利息（币种及大写金
额）人民币壹仟肆佰叁拾捌万叁仟叁佰玖拾柒元肆角玖分（暂计至
2019年06月25日）。自前款规定的到期日次日起，按主合同约定
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的利息计收复利。请抵/质押人立即督促债务
人主动履行债务，否则，我行将依据担保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
行使抵/质押权。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支）行 2019年6月28日

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保证人)
保证人：鑫达金银开发中心。根据编号为琼交银（营业部）2012

年固贷字第0004号、第0005号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琼交银（营
业部）2017年固贷补字第HX001号的《补充协议》和编号为琼交银
（营业部）2017年重组贷字第HX001号、第HX002号 的《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和编号为 琼交银（营业部）2012年
最保（非额度）字第0008号、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重组保字第
XD001号、第XD002号的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我行对
海南海协镀锡原板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债务人”)享有债权（币
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柒仟伍佰陆拾万零玖佰捌拾肆元贰角。
根据主合同约定，我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19年07月
02日。债务人应在该日前归还全部债务本金并结清利息，共计（币
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柒仟伍佰陆拾万零玖佰捌拾肆元贰角。
其中，本金（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陆仟壹佰贰拾壹万柒仟
伍佰捌拾陆元柒角 ，利息（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仟肆佰叁拾
捌万叁仟叁佰玖拾柒元肆角玖分（暂计至2019年06月 25日）。自
前款规定的到期日次日起，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的
利息计收复利。请贵方立即履行保证责任，否则，我行将依据保证
合同及相关法律采取有关措施。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支）行 2019年6月28日

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保证人)
保证人：中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根据编号为琼交银（营业部）

2012年固贷字第0004号、第0005号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琼交
银（营业部）2017年固贷补字第HX001号的《补充协议》和编号为
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重组贷字第HX001号、第HX002号 的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和编号为 琼交银（营业
部）2012年最保（非额度）字第0007号、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重
组保字第ZSZC001号、第ZSZC002号的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
合同”)，我行对海南海协镀锡原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债务
人”)享有债权（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柒仟伍佰陆拾万零玖
佰捌拾肆元贰角。根据主合同约定，我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到期
日为2019年07月02日。债务人应在该日前归还全部债务本金并
结清利息，共计（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柒仟伍佰陆拾万零玖
佰捌拾肆元贰角。其中，本金（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陆仟壹
佰贰拾壹万柒仟伍佰捌拾陆元柒角 ，利息（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
币壹仟肆佰叁拾捌万叁仟叁佰玖拾柒元肆角玖分（暂计至2019 年
06月25日）。自前款规定的到期日次日起，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罚
息、对应付未付的利息计收复利。请贵方立即履行保证责任，否则，
我行将依据保证合同及相关法律采取有关措施。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支）行 2019年6月28日

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保证人)
保证人：中色海南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根据编号为琼交

银（营业部）2012年固贷字第0004号、第0005号的《固定资产贷
款合同》、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固贷补字第HX001号的《补充
协议》和编号为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重组贷字第HX001号、
第HX002号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和编
号为琼交银（营业部）2012年最保（非额度）字第0006号、琼交银
（营业部）2017年重组保字第ZSHN001号、第ZSHN002号 的
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我行对海南海协镀锡原板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享有债权（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
壹亿柒仟伍佰陆拾万零玖佰捌拾肆元贰角。根据主合同约定，我
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19年07月02日。债务人应
在该日前归还全部债务本金并结清利息，共计（币种及大写金额）
人民币壹亿柒仟伍佰陆拾万零玖佰捌拾肆元贰角。其中，本金
（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陆仟壹佰贰拾壹万柒仟伍佰捌拾
陆元柒角 ，利息（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仟肆佰叁拾捌万叁
仟叁佰玖拾柒元肆角玖分（暂计至2019年06月25日）。自前款
规定的到期日次日起，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的利
息计收复利。请贵方立即履行保证责任，否则，我行将依据保证
合同及相关法律采取有关措施。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支）行 2019年6月28日

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保证人)
保证人：北京鑫泉科贸有限公司。根据编号为琼交银（营业部）

2012年固贷字第0004号、第0005号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琼交
银（营业部）2017年固贷补字第HX001号的《补充协议》和编号为
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重组贷字第HX001号、第HX002号 的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和编号为 琼交银（营业
部）2012年最保（非额度）字第0009号、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重
组保字第XQ001号的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我行对
海南海协镀锡原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享有债权（币
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柒仟伍佰陆拾万零玖佰捌拾肆元贰角。
根据主合同约定，我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19年 07月
02日。债务人应在该日前归还全部债务本金并结清利息，共计（币
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柒仟伍佰陆拾万零玖佰捌拾肆元贰角。
其中，本金（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陆仟壹佰贰拾壹万柒仟
伍佰捌拾陆元柒角 ，利息（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仟肆佰叁拾
捌万叁仟叁佰玖拾柒元肆角玖分（暂计至2019年06月25日）。自
前款规定的到期日次日起，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的
利息计收复利。请贵方立即履行保证责任，否则，我行将依据保证
合同及相关法律采取有关措施。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支）行 2019年6月28日

债务提前到期通知书(债务人)
债务人：海南海协镀锡原板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编号为琼

交银（营业部）2012年固贷字第0004号、第0005号的《固定资产

贷款合同》、琼交银（营业部）2017年固贷补字第HX001号的

《补充协议》和编号为琼交银（营业部）2017 年重组贷字第

HX001号、第HX002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合

同”），我行对贵方享有债权（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柒仟

伍佰陆拾万零玖佰捌拾肆元贰角。根据合同约定，我行宣布合

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到期日为2019年07月02日。贵方应在

该日前归还全部债务本金并结清利息，共计（币种及大写金额）

人民币壹亿柒仟伍佰陆拾万零玖佰捌拾肆元贰角。其中，本金

（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陆仟壹佰贰拾壹万柒仟伍佰捌拾

陆元柒角，利息（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仟肆佰叁拾捌万叁

仟叁佰玖拾柒元肆角玖分（暂计至2019年06月25日）。自前款

规定的到期日次日起，按合同约定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的利息

计收复利。特此通知

交通银行海南省分（支）行 2019年6月28日

以上矿山企业如有异议可在自公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地址为澄迈县金马大道东侧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03室，
联系人：李先生，电话：67611725）书面提出申请，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无异议，保证金不予退还。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2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矿山企业名称
澄迈县永发吉利建材厂
澄迈县昌明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佳意装潢有限公司
对公活期存款账户信息查询（三亚鸿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联升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保亭昌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金砂滩商贸有限公司
澄迈旭龙砖厂
澄迈明龙建材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堰海建材厂
澄迈叁叁机砖厂
福山通富石场
澄迈国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永发骏发红砖厂有限公司
澄迈闽发砖厂
澄迈锐丰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长达建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澄迈万豪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联发砖厂

账号
46001006836053000406
46001006836053000444
46001006836053005937
46001006836053006323
46001006836053006099
46001006836053006347
46001006836053006688
46001006836059000666
46001006836059000668
46001006836059000669
46001006836059000700
46001006836059000701
46001006836059000703
46001006836059000710
46001006836059000716
46001006836059000717
46001006836059000719
46050100683600000018
46001006836059000708

账户余额（元）
1322.92
38518.96
86331.43
111184.46
182698.72
121324.12
222765.26
1391.59
1386.94
31032.55
1417.05
39748.55
693.48
1304.47
1343.49
35076.31
64400

12575.06
984.24

关于对澄迈县辖区治理责任主体灭失的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上交县财政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19〕8号

根据《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转发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琼财建〔2018〕93号）文件要求，我局拟将以下19家治理
责任主体已灭失的矿山企业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的保证金上交县
财政，统筹用于我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作。

■ 新华社评论员

当前，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国际经济秩
序，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明显上升，全球发展处于重要关口。
把握世界经济的大方向，对存在的问
题找根源、把准脉、开好方，坚持多边
主义、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凸
显。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
说，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多边主义”。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疾风
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面对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逆流涌动，中国坚定维护多边
贸易体制，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
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
与各国深化合作，为全球发展不断注入
正能量。6年来，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
议。共建“一带一路”丰富了国际经济
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内涵，见证着中
国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
的务实行动。“中国已经成为捍卫多边
主义、国际规则和自由贸易的重要力
量”，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
论坛上，中国贡献得到各方高度评价。

德不孤，必有邻。倡导和践行多
边主义，不仅是中国的坚定选择，也是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以联
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国际体系协力应对
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欧盟、东盟、非盟、
阿盟、拉共体等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发
展积极努力；不久前举行的上合组织
峰会，成员国就维护和加强世界贸易
组织地位和作用形成共同立场……实
践一再证明，在各国利益深度融合、休
戚与共的今天，和平发展是时代潮流，
多边主义是人间正道，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大势所趋。

值得警惕的是，一段时间以来，美
国一些人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歧路

上越滑越远——动辄极限施压，频繁退
群毁约，打压别人不择手段，为了一己
之私肆意践踏国际贸易规则、破坏全球
治理体系。“如果今天让我重新打造（联
合国）安理会，我会只设一个常任理事
国，因为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全球的力
量分布。”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的妄言，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美
国一些人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心态。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一些
人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

“再次伟大”，反而丢了道义、失了人
心。“没有任何国家的发展可以孤立于
全球体系外”“坚定地与中国站在一
起”“共同抵制单边霸凌行径”……从

非洲大陆到西欧国家，从亚洲到美洲，
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政要和国际知
名人士纷纷反对单边主义，普遍赞赏
中国在应对挑战中的责任担当。这就
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共识，就是捍
卫多边主义的人心所向。

今天，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
时刻，只有作出正确选择，才会赢得光
明未来。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不可阻
挡，捍卫多边主义的正义力量不可战
胜。团结在多边主义的旗帜下，完善
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才能共同创造更
加繁荣美好的世界。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捍卫多边主义的正义力量不可战胜
——坚定必胜信心，应对风险挑战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
批，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与城镇化
联动推进，聚焦重点产业，聚集资源要素，强化
创新引领，突出集群成链，培育发展新动能，加
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
系，推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为农业农村现
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意见》明确，乡村产业根植于县域，以农
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地域特色鲜明、创
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是
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产业。促进
乡村产业振兴，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市
场导向、政府支持，融合发展、联农带农，绿色
引领、创新驱动等原则，把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
托的二三产业尽量留在农村，把农业产业链的
增值收益、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农民。力争用
5－10年时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
值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实现较大幅度提高，
乡村产业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意见》提出六个方面任务举措。一是突出
优势特色，培育壮大乡村产业。做强现代种养
业，做精乡土特色产业，提升农产品加工流通
业，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培育乡村新型服务
业，发展乡村信息产业。二是科学合理布局，优
化乡村产业空间结构。强化县域统筹，推进镇域
产业聚集，促进镇村联动发展，支持贫困地区产
业发展。三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增强乡村产业
聚合力。培育多元融合主体，形成“农业+”多业
态发展态势，打造产业融合载体，构建利益联结
机制。四是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增强乡村产
业持续增长力。健全绿色质量标准体系，大力推
进标准化生产，培育提升农业品牌，强化资源保
护利用。五是推动创新创业升级，增强乡村产业
发展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促进农村创新
创业。六是完善政策措施，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环
境。健全财政投入机制，创新乡村金融服务，有
序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完善用地保障政策，健全
人才保障机制。

国务院印发
《关于促进乡村产业
振兴的指导意见》

所谓“美国吃亏论”，其基本立论
依据就是美国进口多于出口，贸易出
现逆差。持此论者声称，几十年没从
中国赚到什么钱，而且几乎所有贸易
伙伴都欠美国的。

美国一些人凭借这种荒唐的逻
辑，挑动社会情绪，误导社会认知，以
为倡导“买美国造”，给输美商品设置
重重关卡，就能使制造业回归、让就业
机会上门。他们还通过渲染“外部威
胁”，编造“碟中谍”剧情，用国家安全
的幌子为贸易战遮羞。“教科书式”的
政客表演，“好莱坞式”的苦情戏，令世
人顿生恍若隔世之感。经济学家们嗤
之以鼻，“美国一些人该回炉补补课，
从经济学基础的ABC学起”。

“美国吃亏论”表面上是主观主
义，或者说是先验主义，其实质是利己
主义，通体散发着自私自利的腐臭
——仅仅拿着自己统计的贸易逆差数

据大做文章，不能以理性、公正、科学
的态度来认清供求关系。他们不反思
自身经济结构弊端，不反思寅吃卯粮
财政政策危害，不反思全民低储蓄率
后果，却倒打一耙，转移矛盾，嫁祸于
人。在他们眼里，正常的国际贸易成
了掠夺，他们既看不见等价交换，也失
聪于价廉物美，更忽视了贸易双方自
愿签约、互利共赢的现实，似乎贸易逆
差成了单向付出，成了免费午餐，成了
慈善公益。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经常项目
赤字确实具有利弊两面性，究竟哪一
面效应是主导性的，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美国学者亚当·哈耶研究发现，
虽然经济学理论通常认为长期贸易逆
差对国家经济有负面影响，但美国这
个世界最大贸易逆差国的事实却证明
了一种例外。因为美国是最大经济
体，且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贸易逆差

虽然导致美元“流出”，但美国在很大
程度上凭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发行
外债，又让美元大笔回流。这种“美元
红利”效应，哪有一点因逆差而吃亏的
影子？

“美元红利”，使美国成为世界上
最不用担心长期贸易逆差的国家。贸
易逆差越大，说明其获取的“实物利
益”越大。为什么消费主义文化能够
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首先从美国兴起
并发展延续至今？没有充足的“实物
利益”，美国式生活方式又是靠什么得
以长期支撑？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
元红利”助力美国制造业大踏步转移
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市场上实现成
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并且获得全球
产业链上游的超强掌控力。经济学家
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早就从全球
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中获得了“独一无
二的超额利益”。

现在，美国一些人刻意把本国失
业、贫困现象归咎于其他国家，挑动

“铁锈地带”民众支持加征关税政

策。但全世界都心知肚明，贫富分化
严重是其社会痼疾，阶层固化积重难
返，种族歧视顽症由来已久，美国的
制度性缺陷绝不是减少进口就能解
决的。况且，加征关税导致物价上
涨，还会让美国贫困人口生活水平进
一步下降。

经济规律不可违。只有在美国经
贸政策不偏离正常轨道的情况下，

“美元红利”所支撑的良性循环才可
以持续。一旦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在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占尽好处的美
国，其风险也将快速累积和呈现。美
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
波森说，“对全球化的敌意正破坏美
国对外资的吸引”，还影响着美国在
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最近美国一些
人紧锣密鼓对中国出狠招、使绊子，
导致全球市场阴云密布。苹果、微
软、通用电气、沃尔玛等美国大企业
十分焦虑，因为切断它们同中国互惠
互利的紧密联系，就意味着它们失去
市场份额、失去合作伙伴、失去国际

竞争力……
值得警惕的是，不断通过自我

暗示、强化“吃亏”意识的美国一些
人，正在更加卖力气寻找“敌人”。
人们曾经担心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
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成为美国社会
主流价值，因为在其视域中，国际社
会就是一个残忍的角斗场，充满你
死我活的险境。当前，美国一些人
试图将关税“武器化”，这同“进攻性
现实主义”如出一辙。如果任由这
个势头发展下去，秩序荡然无存，世
界将无宁日。不要忘了，经济矛盾
无法调和而导致国际冲突造成人类
遭受灾难、浩劫的历史，离我们并不
十分遥远。

21 世纪，世界不能回归蒙昧年
代，不能再现丛林法则。奉劝美国一
些人，早日回归经济学基本常识，算算
贸易账，算算良心账，也算算人类世界
的未来账，承担起世界大家庭成员应
该承担的责任和道义。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站不住脚的“美国吃亏论”
■ 任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