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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近来做了截然相反
的两件事：一边忙着“毁约退
群”，使本届政府成为退出国
际条约数量最多的一届美国
政府；一边忙着“拉帮结伙”，
挑动各种所谓“联盟”，妄图孤
立中国。

德国外交政策网站刊文

说，3年多来，一个一直蔑视多
边体系的国家，其国务卿现在
却呼吁建立“广泛的反华联
盟”，真是莫大的讽刺。

美国恶劣行径背后，是其
本国优先的行事标准，把单边
主义和霸凌主义推行到极致，
不惜抛弃国际责任和多边规

则。法国《新团结》报主编克
里斯蒂娜·比埃直言，当前，美
国阻碍各国协调合作的行径
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危
险因素。

从75年前的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到今天的新冠疫情大
考都证明，人类是命运共同

体，有共同的责任，需要携手
合作应对挑战。中美关系是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之一，中美今天所做的选择不
仅将影响两国的关系，还将影
响世界的未来。美方须认识
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需要美
中两国的合作，而非对抗。

是以意识形态对抗让世
界陷入分裂，还是超越不同制
度分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相信有独立判断的国家和民
族都会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记者谢琳）

新华社纽约8月8日电（记者潘
丽君）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日前撰
文指出，中国消费经济复苏帮助一些
美国公司抵消了其在美国国内销售严
重下滑造成的损失，中国成为不少美
国公司的“避难所”。

文章说，美国一些知名品牌高管
在最新财报季特别提及，是中国帮助
其度过了艰难的三个月。

“中国提供了一个复苏、稳定、增
长的模式。”美国运动休闲品牌斯凯奇
公司首席运营官戴维·温伯格在7月
底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说。斯凯奇第二
季度销售总额同比下降42%，但其在
中国市场却实现了11.5%的增长。

文章指出，今年4月至6月，中国
零售回暖势头强劲，而同期美国零售
额同比下滑8.1%。随着中国有效控
制新冠疫情，许多分析师预计中国零
售额将在第三季度恢复年增长率，而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仍需努力控制疫
情以全面开放经济。

文章还提到，不少其他地区知名
奢侈品企业也从中国消费市场获
益。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
投资者关系主管表示，中国市场很好
地抵消了公司在其他地区遭受的损
失。古驰所有者开云集团公布的季
度财报显示，其旗下奢侈品牌二季度
销售额同比下降43%，但在中国增长
超40%。

一些服装和鞋类品牌在中国市场
表现也很抢眼。露露柠檬运动用品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几周公司在中
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20%。耐克
公司表示，5月在中国市场实现两位
数强劲增长。

文章说，许多美国公司从中国
经济复苏中受益。特斯拉公司在美
国的工厂关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
其第二季度仍实现盈利 1.04 亿美
元，中国市场表现良好是关键。苹
果公司公布财报显示，第二季度在
华营收增长2%。

《华尔街日报》：

中国成为美国企业的“避难所”

广告·热线：66810888

一、招募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招募内容：新建省行办公大楼招标代理机构
三、招募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公

司成立3年（含）以上，经营范围含有工程招标代理资格;公司注
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含）；

2、具有不少于7名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具备编制采购文
件和组织采购活动等相应能力的专职从业人员；

3、净利润近三年内至少两年不为负数，同时要有依法缴纳税
收、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有独立办公场所，办公面积超过100平米；
5、未被政府列入企业黑名单。
四、报名所需携带资料：
1、公司简介，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综合能力、财务能力、招标能

力、服务能力以及与银行业的合作情况等内容介绍；
2、企业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有效证明、被授权人身份有

效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

3、税务局官网中查询的纳税人资格截图，建筑市场监管公共
服务平台投标人的诚信信息中企业黑名单的截图，信用中国网站
的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名单的截图和政府采购网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
单的截图，共六份并加盖公章;

4、近三年不少于五份主要业绩，包含但不限于工程招标代理
相关业绩（含加盖公章的合同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5、近三年财务报表（含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及
2020年连续三个月的不少于7名专职从业人员社保缴纳凭证；

6、办公场所证明（含加盖公章的租赁合同或自有房产证明复
印件）。

五、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8月20日
六、报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省工商银行704

室
七、报名联系方式
联系人： 姜经理、周经理
联系电话：0898-65367906、65228761

供应商公开招募公告
一、招募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招募内容：网点装修监理供应商
三、工程范围：全省营业网点
四、资格要求：
具有住建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五、共同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自然人，或具备国家

认可经营资格的其他组织。2、注册资本500万元(含）人民币或等
值外币以上。3、公司成立时间至少3年以上，在海南地区有办公
经营场所且同意向我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近三年内的经营活
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4、近三年利润表中的“净利润”至少两
年不为负数。5、售后服务体系能够涵盖我行全省的营业网点。
6、在与工商银行的项目合作过程中，没有重大合同违约、泄露工
商银行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等事件，以及其它符合我行管理规定
要求。

六、报名材料
1、公司简介：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综合能力、财务能力、技术能

力、服务能力、与银行业的合作状况等内容介绍、公司近三年主要
业绩介绍。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法人代表身份

有效证明、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有效证明。3、能够证明公
司税务身份的相关材料，公司须提供海南税务局官网中投标人需
查询的一般纳税人资格截图，并加盖公章。4、提供2020年任意3
个月的社保、纳税证明及近3年(2017-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
5、提供“近三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在与工商
银行的项目合作过程中，没有重大合同违约、泄露工商银行商业
秘密或技术秘密等事件”承诺函。

注：以上1-4项要求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七、报名材料请提交至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省工行大楼7楼

财务会计部的姜经理。联系人：姜经理0898-65367906，林经理
0898-65855268。

八、注意事项
1、供应商提交资料中如有虚假信息，一经发现，我行将有权

禁止相关供应商参加后续采购项目；
2、所有报名供应商均视为已无保留地同意我行在采购业务

范围内使用其报名信息；
3、我行有权对于本次供应商招募审核结果不做任何说明。
九、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8月28日17：30
特此公告

供应商招募公告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公告
（第20200817期）

受委托，定于2020年8月17日10:30时在澄迈县金江镇金马三
横西路南100米澄迈县政务服务中心会议室拍卖以下标的：

1、位于南渡江岸头郑村项目码头约7000立方米的疏浚物（鹅卵
石）。起拍价:55元/立方米，竞买保证金：5万元；

2、位于大拉河砂销售点约20000立方米的疏浚物（鹅卵石）。起
拍价:75元/立方米，竞买保证金：20万元。

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 2020年8月14日16:00止。
特别说明：1、拍卖标的为疏浚工程的副产品，主要以鹅卵石为

主，含杂物，以现场实物现状为准；2、本场拍卖采用增价式拍卖，按单
价进行拍卖，最终价款按买受人与委托人办理交接时标的物实际立
方米数×成交单价结算，成交价款多退少补；3、拍卖佣金的结算价按
上述参考数量结算，即标的一成交单价×7000立方米和标的二成交
单价×20000立方米，拍卖佣金不因标的物实际数量的增减而改变；
4、标的物由买受人自行装运提货，所有相关费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8月14日16: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
为准）及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龙华路23号金都大厦C635
联系电话：0898-66115918 18976212356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弦·慧府二
期（北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三弦·慧府二期（北区）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长流起步
区。该项目于2016年12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现建设单位
申请调整地下室建设规模、疏散楼梯位置与宽度、机动车停车位、二次
供水设施布局，增加地上机动车停车位。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
8月10日至8月2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
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
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10日

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征集合作运输船务公司的公告
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是由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和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按省政府要求组建的国有企业，承担昌化江
下游河口段综合整治疏浚工程。现因业务需要，面向社会征集各类海
上运输船舶及起锚艇单位，用于将昌化江入海口的河砂（石）运输至海
口、三亚等码头，年运输量200万m3以上。一、入选条件。1.注册资
金500（含500）万元以上运输企业，具备海上运输资质及“安全防污染
体系。2.海上运输船舶的载货量3000-5000吨，密封性好，船舶必须
有舱盖。3.起锚艇：总吨位：250-400吨，证书齐全，船舶适航、船员适
任；船舶证书中的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与船务公司证书中的名称一致
或有关联（股份制船舶所有者之一）。4. 运输船须符合相关部门要
求，证书齐全有效、持有DOC船舶证书，水尺以及载重线清晰，具备
《静水力参数表》。5.已投保《船舶一切险》、《沿海船舶燃油污染责任
保险》及《船员意外伤害险》。6.船员配置不低于该船海事局颁发的
《最低配员证书》和《海员值班规则》要求且持证上岗。二、报名需提供
的资料：1.公司营业执照。2.船舶及作业人员证书等相关资料。3.投
保证明。说明：以上材料为加盖公章复印件，以通过海事局审查方为
符合条件。三、报名地点：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运输调度部昌化项
目部。四、报名时间：2020年8月7日至2020年8月17日。五、联系
方式。联系人:何先生。电话:13976507898。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200810期)

经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
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新埠岛西湾别墅 C8 的
1443.6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12）
第004701号]，参考价：818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现将
拍卖事项公告如下：拍卖时间：2020年8月25日上午10：30。
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厅。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20年8月24日17:00止。报名地点：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
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0年
8月24日12:00前到账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
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椰
岛支行；账号：1010 8522 9001 3219。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20）琼0106拍委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
缴纳）。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
人自行办理，相关税费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98868 1351989288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6714023

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
美方须纠正哪些错误

近来，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等一
些美国政客频频
发表反华言论，美
方采取一系列破
坏中美关系的消
极举动，导致两国
关系出现建交以
来异常复杂严峻
的局面。当此之
际，美方决策者应
正视美国各界有
识之士的呼声，
倾听世界各国的
呼吁，纠正错误、
改弦易辙，同中
方相向而行，共
同推动中美关系
回到健康稳定发
展的轨道。

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公然
介入南海领土主权争议，罗列
欲加之罪关闭中国驻休斯敦
总领馆，胁迫别国5G网络建
设服从美国旨意，将手伸向抖
音海外版……美国近来的行

径，向世界展示了什么叫赤裸
裸的霸权主义。

一遍遍自诩“公平”，却一
次次谋划、实施干涉别国内
政；一边承诺开放市场、宣称
公平竞争，一边却进行“科技

霸权”。
从伊朗到委内瑞拉再到

欧洲，美国的“长臂管辖”四处
横行，损害别国正当、合法权
益，破坏别国经济社会发展。

美国外交协会高级研究

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的评论
一针见血：美国政府用“丛林
法则”取代法治，美国霸权已
向恶毒霸权转变。

叙利亚中国问题专家阿姆
鲁·梅克达德说，中美关系持续

紧张，责任完全在美方。一些
美国政客无视国际规则，不顾
中美长期以来建立的互信与合
作，试图通过打压中国来掩盖
自身治理的失败。这充分暴露
了美国的霸权主义本质。

蓬佩奥在演讲中对中国
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声称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
中国取得今日的发展成

就不是美国接触政策“赐予”
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靠中国人民的拼搏实现
的。近年来，很多国际机构民

调结果显示，中国人民满意自
己的选择——他们对政府的
信任度超过九成。

蓬佩奥的言论也凸显其
对历史的无知。40多年前，中
美两国关系开启新一页，时任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说，今天我
们走到一起“不是由于我们有

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
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
……我们每一方都有这样的
希望，就是建立一种新的世界
秩序，互有分歧但互相尊重”。

美国外交协会会长理查
德·哈斯指出蓬佩奥言论的荒
谬：问题不仅在于美国首席外

交官毫无外交策略，更糟糕的
是他歪曲历史且未能阐明一
套逻辑清晰、切实可行的办法
来处理对当今时代最具影响
力的双边关系。

在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傅立
民看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从来
都不是接触政策的意图，蓬佩奥

断言美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完全
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

中美关系正面临新的国
际国内环境。在这一背景下，
维护和稳定两国关系的正确
态度应该是尊重历史，与时俱
进，继往开来，而不应歪曲历
史、否定历史、开历史倒车。

须摒弃霸权主义

不应歪曲历史、否定历史

需要合作而非对抗

“现代海盗”的
霸凌行径不得人心

近日，美方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连连
挥动封禁和关税大棒。从宣布将禁止美国个
人或实体与抖音海外版（TikTok）、微信及其
中国母公司进行交易，到宣布对从加拿大进
口的部分铝产品恢复加征10%的关税，莫不
借“国家安全”的名义而行。

近年来，美方把所谓“国家安全”问题当
成滥施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他国企业、大行保
护主义之道的工具。无论是分享生活乐趣的
社交媒体企业，还是在5G领域极具竞争力的
高科技企业，再或者钢铝产品、汽车及零配
件、铀矿石、海绵钛等进口商品，美方但凡需
要对其打压或加征关税，常常一句“构成对美
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张口就来，哪怕自己毫无
真凭实据。

一连串赤裸裸的霸凌行径，令美方肆意
横行的“现代海盗”嘴脸昭然于天下。种种践
踏国际规则的蛮横举动，招致国内外的广泛
批评。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公开表
示，美方基于空口无凭的指责，禁止美国公
民与抖音海外版母公司合作，是美方为获取
在国际信息领域的优势而采取不正当商业
竞争的又一令人触目惊心的例证。加拿大
副总理弗里兰说，所谓加拿大铝产品对美国
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是“一个荒谬的概念”，本
届美国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保护主义色
彩的政府”。

有识之士更是指出，美方的霸凌行径不
会让美国受益，恰恰相反，终将令其自食苦
果。就拿抖音海外版遭封禁一事来说，有关
做法违反世贸组织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
则，暴露了美方所谓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性
和典型的双重标准。长远来看，一个开放、公
平、公正得不到保证的市场，谁还会愿意投资
其中？英国《泰晤士报》就发表社论指出，美
国政府的决定是短视的，将产生阻碍资本跨
境流动的长期影响。

在贸易领域，多项研究表明，贸易保护主
义到头来只会增加美国国内制造业成本，令
美国消费者付出更多代价，导致美国就业岗
位流失。美国世界贸易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
显示，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国内
生产总值每年减少0.2%、净损失就业岗位40
多万个。

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美方动用国
家机器对他国企业设限打压的行为屡见不
鲜。日本的东芝、法国的阿尔斯通等公司都
曾遭受过美方的无理打压。如今，有关企业
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美开展商业活
动，遵守美国法律法规，但美方却以“莫须
有”的罪名进行设限打压，再次让世人见识
美方的“海盗”基因和“海盗”手段，国际社会
当共同警惕。

人类社会已进入 21 世纪，搞“海盗式”
巧取豪夺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注定不得人
心。希望美方一些人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
声音，早日改弦易辙，和各国共同维护基于
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切实为各国企业正常
经营投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
境。继续倒行逆施，横行霸道，只会让美国
的国家形象日益受损，令美国的国际信任赤
字不断增大。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记者曹筱凡）

国际时评

8月8日，一名装扮成米老鼠的演员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等待顾客。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9日9时36分（北京时间9日21时

36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5000603例，累计死亡病例162441例。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超500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