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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征集合作伙伴公告

因公司发展需要，诚向社会征集合作伙伴，共同运营港口、船

舶的超市、咖啡厅和广告等二次消费业务，欢迎广大有意向企业

与我司洽谈合作。有意者请登陆本公司官网（http://www.hnss.

net.cn/)或按以下联系方式报名。

联系人:文含皓 联系电话:0898-68621128

报名时间: 2019年8月2日至2019年8月5日(9:00-17:00

节假日除外)，逾期不候。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57号港航大厦13楼1306房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日

某单位招标代理机构入围比选公告
一、项目内容：通过报名自荐及评比考察的方式，择优选择

代理机构入库，诚邀具备代理服务能力的机构参加。
二、资格要求：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3.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含招标代理服务业务；4.投标人已在
中国政府采购网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登记备案，且开
通操作账户，具有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信息的权限；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6.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报名后
我方另提供纸质版详细资格要求，接受报名不代表资格审查通过。

三、报名截止时间及要求：1.报名时间：2019年8月1日至8月
14日（周末除外）上午8:30至11:30，下午15:30至17:00；2.报名
要求：仅接受现场报名；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联系人：艾晓彬，
13807548428。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293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黄彩琼与被执行人余新俊、邓传玲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琼0105民初1249号民事调解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执行人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作出
(2019) 琼0105民初12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邓传玲
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港路23-2号福隆广场(二期)D-1座2005

房(不动产权证号: HK310096)。 2019 年6月5日申请执行人申请
本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余新俊、邓传玲未主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拟对该查封房产进行处置。如
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
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七月三年十日
联系人:宋岩 联系电话: 0898-68617062邮编:570311本院地

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公司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7HN0110-1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资产，本次转让3宗资

产均处于海口商业较繁华地段，交通便利，周围生活配套设施完

善，面积和楼层情况详见下表：

公告期：2019年8月2日至2019年8月22日。标的现状、竞买

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

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电话：66558038 吴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8月2日

标的资产所在地

海口市海甸三东
路1号京海花园

项目名称

D座903房

A座第四层

A座第五层

建筑面积（m2）

148.04

1528.83

1199.28

挂牌价（元）

1929257

13872603

10775531

保证金（万元）

60

350

250

文昌市文城就业饮食一条街项目
整体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7HN009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

城就业饮食一条街房地产项目。项目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椰乡
路南侧，分别由2宗商业金融用地国有划拨土地组成，总占地37.23
亩，地块上新建6幢房屋（地上2-4层、地下1层），整个建筑为仿明清
建筑风格，地上总建筑面积25737.1m2，地下总建筑面积10437.2m2，
项目总建筑面积36174.3m2。该项目交通便利，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到位，目前，当地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景观工程已基本完工。项目毗邻
计划建设复合型田园湿地综合体公园-官坡湖综合公园，风景秀丽，
水系景观较好。详情请看评估报告。

一、挂牌价格为21317.5万元。
二、公告期：2019年8月2日至2019年8月29日。标的现状、竞

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
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ggzy.hi.gov.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8 吴先生、
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
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8月2日

新华社华盛顿7月31日电（记
者高攀 熊茂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7月31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
标区间下调 25 个基点到 2%至
2.25%的水平。这是自2008年 12
月以来美联储首次降息，符合市场
预期。

美联储当天结束货币政策例会
后发表声明说，6月份以来的信息显
示美国经济保持温和扩张，就业市
场增长强劲，家庭消费支出增长与
年初相比有所回升，但企业固定资

产投资一直疲软。美国整体通胀率
和剔除食品、能源价格后的核心通
胀率仍低于2%的目标。

声明说，考虑到全球形势对美
国经济前景的影响和温和的通胀
压力，美联储决定降息，但美国经
济前景面临的不确定性仍然存
在。对于未来的联邦基金利率走
向，美联储表示，将继续关注美国
经济形势，并采取适当行动以维
持美国经济扩张。声明还说，美
联储将于 8月 1日结束资产负债

表缩减计划，比先前计划的提前
两个月。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在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美联储此次降息是
为防范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带来的下行风险，帮助
抵消这些因素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
响，并推动美国通胀更快回到2%的
目标。鲍威尔表示，这属于加息周
期中的政策调整，并不代表一长串
降息的开始。

美联储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

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约瑟夫·加尼
翁告诉新华社记者，特朗普政府财
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已基本消失殆
尽，美国经济增速将逐渐回到更加
正常的2%左右的水平，贸易紧张局
势仍然是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下行
风险。

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按
年率计算增长 2.1%，远低于第一
季度 3.1%的增幅，显示贸易摩擦
已对美国出口和企业投资产生不

利影响，并一定程度拖累美国经
济增长。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刺激美
国经济复苏，美联储曾于2008年12
月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至0.25%
的超低水平，此后延续了7年的零
利率政策。随着美国经济回到稳步
复苏轨道，美联储于2015年 12月
启动本轮加息周期，截至2018年12
月加息9次。今年上半年，美联储
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
在2.25%至2.5%不变。

美联储宣布
十年多来首次降息

东盟外长会议强调加强合作

呼吁在年内完成《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据新华社曼谷8月1日电（记者杨舟 方栋）
第52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外长会议7月31
日在轮值主席国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会议当天发
布联合公报，强调东盟各国应进一步加强合作、提
升伙伴关系，以在复杂多变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下
实现东盟的可持续发展。

联合公报说，与会各国外长承诺将继续加强
东盟内部、东盟与外部伙伴之间的合作，以打造一
个“以人为本、共同进步、面向未来、居于地区核心
位置的东盟共同体”。

东盟呼吁相关方在今年内完成《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最终达成一个现代、
全面、高质量和互惠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此外，东盟还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南海和平、
安全与稳定，强调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8月1日
与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会晤，拒绝
取消对韩出口管制和停止把韩国移出
贸易“白色清单”。

康京和警告，两国的安全合作可
能受损。

河野和康京和当天在泰国首都曼
谷参加第52届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
会议间隙会晤。路透社报道，会晤持
续大约55分钟，以两人面无表情的握
手开始；发言前，康京和一直看文件，
避免与河野发生目光接触。

日本共同社报道，河野再次要
求韩方拿出解决方案，避免让第二
次世界大战遭强征劳工诉讼案中由
韩方法院裁定赔偿的日方企业蒙受
损失，康京和则要求日方取消出口

管制措施和叫停把韩国移出“白色
清单”的进程。

会晤后，康京和告诉记者，如果
日方执意把韩国移出“白色清单”，
韩方可能重新考虑与日方的安全事
务合作。

“（我）明确要求（不要把韩国移出
‘白色清单’），同时明确说，如果日方
作出这一决定，将严重影响双边关
系，”她说，“日方以安全为由采取出
口管制措施。我说，我们别无办法，

可能将审视韩国与日本的各种安全
合作框架。”

韩联社报道，康京和特指即将到
期的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韩方
先前说，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续签这
一协议。

这项协定2016年签署，允许日韩
共享军事情报。韩联社报道，除非一
方反对，否则协议将自动续签。

日本经济产业省7月初宣布，对
出口韩国的3种半导体工业材料加强

审查和管控，同时着手把韩国移出贸
易“白色清单”。日本政府最早8月2
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是否将韩国移出

“白色清单”。
日韩外长1日会晤是日方决定出

口管制以来两国最高级别对话。韩国
外交部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诉
韩联社，两国分歧似乎“相当大”，日方
立场实际没有改变，“很可能”2日决
定把韩国移出“白色清单”。

韩联社先前报道，一旦日方把韩

方踢出清单，除已经受到出口管制材
料，超过850种对韩出口商品同样将
受到管制。

韩方认定，日方不满韩国法院
判决日本企业赔偿二战期间遭日企
强征的韩国劳工，从而以这类手段

“政治报复”韩方。日方主张，依据
两国 1965 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所
签《请求权协定》，这类索赔问题“已
经解决”。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拒绝取消对韩出口管制和停止把韩国移出贸易“白色清单”

韩日外长就出口管制谈崩了

尽管美联储此次降息顺应了
市场预期，部分投资者仍期待美联
储开启降息周期，并抱怨美联储和
鲍威尔未能传达清晰信息。白宫
也继续批评美联储，让美联储和鲍
威尔进一步决策时面临更大压力。

阿希亚表示，若美联储希望
“先发制人”地应对经济放缓，就
应该降息50个基点。哈丘斯也认

为，再降息25个基点更为合适。
除期望更大降息幅度，市场人

士还认为，美联储需传递更加清晰
透明的政策信息。美银美林短期
利率策略主管马克·卡巴纳认为，
美联储传递了一个“非常令人困惑
和混乱的信息”，鲍威尔没有就美
联储近期政策路径给出明确方向，
而这是市场反应消极的原因。

麦卡锡也认为，市场价格反应
说明市场并不满足此次降息，美联储
的立场没有阐述到位，政策声明模棱
两可，鲍威尔也没有做任何澄清。

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
媒体上批评美联储降息力度不够。
他表示，市场期待美联储此次降息
能开启“长期而激进”的降息周期，
但鲍威尔一如既往“让我们失望”。

除外界压力外，当前复杂的国
内外经济形势也给美联储决策制
造了更多困难。由于对外经贸争
端悬而未解，经济放缓忧虑渐增，
美国各界对美联储政策的“风吹草
动”变得异常敏感。美联储在引导
市场预期上，面临较大挑战。美银
美林固定收益策略师马修·狄佐克
认为，美联储须小心翼翼地对市场

进行“微观管理”。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指出，鉴于美联储降息行动和政策
立场，与市场预期存在明显差距。
这种“预期差”今后或将迎来新一
轮扩张，预计将对资产价格产生新
的短期扰动。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31日电
记者杨承霖）

特朗普批评降息力度不够 美联储面临多重挑战

越南警方向中方移交
395名网络赌博犯罪嫌疑人

据新华社河内8月1日电（记者王迪 陶军）
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协调下，越南公安部8月1
日在中越边境友谊关口岸向中国警方移交了395
名涉嫌网络赌博犯罪的嫌疑人，以及大批手机、平
板电脑、计算机等涉案物证。

根据中越警方长达数月的联合调查，众多中
国籍不法人员在越南北部海防市租住楼房，管理
近百家赌博网站，针对中国境内人员，大肆组织
开展网络赌博违法活动，涉案资金达数十亿元人
民币。

为准备收网，中国警方提前派出工作组与越
方进行对接和沟通。根据双方计划，越南警方于
7月27日组织上千名警力对多个犯罪窝点开展
行动，将所有涉案嫌疑人一举抓获。

中国警方正告有关犯罪嫌疑人，尽快悬崖勒
马，向警方投案自首，否则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俄飞船刷新国际空间站
最快货运纪录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31日电（记者张骁）俄
罗斯航天集团7月31日发布消息说，当天发射的

“进步MS-12”货运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
并又一次打破太空“快递”送达速度的纪录。

消息说，莫斯科时间31日15时10分，“进步
MS-12”货运飞船搭乘“联盟-2.1a”运载火箭，从
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
升空，3小时19分钟后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这
是国际空间站历史上的最快货运纪录。

通常情况下，俄罗斯货运飞船抵达国际空间
站需要绕地球几十圈，耗费两天时间；较快的方法
也需约6个小时。去年7月，俄“进步MS-09”货
运飞船首次采用绕地球2圈的“超快”模式，将“快
递”送达时间缩短至3小时39分钟。

据俄航天集团网站介绍，此次发射任务是向
国际空间站运送燃料、科学设备、食品和药品等。

美国给予巴西
“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

新华社华盛顿 7月 31 日电 （记者刘品然
刘阳）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确认巴西为美国
的“非北约主要盟国”。

白宫当天公布一份特朗普给国务卿蓬佩奥的
备忘录，特朗普在备忘录中确认给予巴西“非北约
主要盟国”地位。巴西至此成为继阿根廷之后第
二个获得该地位的南美洲国家。

今年3月19日，特朗普在会见到访的巴西总
统博索纳罗时表示，美国有意给予巴西“非北约主
要盟国”地位。

“非北约主要盟国”是美国政府给予不属于北
约组织、但与美国军方有战略合作关系盟国的定
位，这一定位并不自动包括共同防卫条款，但为这
些国家提供美国本不与非北约盟国开展的军事与
财政合作，方便他们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和军事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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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日凌晨，美联储宣布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
基点到 2%至 2.25%的水平，符合市
场预期。然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
货币政策例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暗
示年内未必再度降息，部分投资者
感到失望，纽约股市三大股指31日
不涨反跌。截至31日收盘，道琼斯
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1.23%，收于 26864.27 点；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下跌 1.09%，收于
2980.3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19%，收于8175.42点。

面对 2008 年 12 月以来美联储
首次降息，美元指数直线拉升，一度
冲上 98.9418，随后回落。当日人民
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938，较前
一交易日下调97个基点。在岸市场
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开盘即跌至
6.915，随后有所回升。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今年
以来已经有10多个国家央行采取降
息予以应对。我国央行应继续保持
货币政策独立性，结合我国经济运
行、通胀水平、就业状况、国际收支
等综合考量货币政策方向。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美联
储降息增大了各国货币政策操作的
空间，但并非决定因素。目前我国
贷款基准利率较低，流动性保持合
理充裕，“定向调控”“精准滴灌”仍
是货币政策的关键词。

此前，美联储和欧央行释放出
降息信号时，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
司长孙国峰就曾明确表示，将继续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统筹平衡
好内外均衡的前提下，坚持“以我为
主”的原则，重点根据我国经济增
长、价格形势变化及时进行预调微
调，综合利用多种货币政策组合工
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市场利
率水平合理稳定。

7月以来，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
种货币政策工具，适时适度投放流
动性。自7月16日开始，央行连续5
日开展逆回购操作，实现净投放约
5100亿元。

逆回购操作只是近期央行释放
流动性的一部分。专家表示，在当前
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背景下，实体企业
需要金融“精准滴灌”，相关部门正着
力解决资金传导不畅、金融供给和需
求存在结构性矛盾等问题。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提出，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推进金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
制造业、民营企业的中长期融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
济学副教授唐遥表示，在美国降息
之后，我国更要坚定推进供给侧改
革的决心，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
实现适时适度的逆周期调节，集中
力量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美联储降息后，中国货币政策走向何方

7月31日，在美国
首都华盛顿，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
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
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