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象湖镇恒利工艺玻璃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00118109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7112231027 号渊胡金凤冤身份
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6312051018 号渊谢石城冤身份
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暑假期间袁 河北霸州翰墨青衣国粹艺
术中心举办京剧公益讲堂活动袁 通过定期
聘请专业教师袁 免费为青少年提供学习京
剧的平台遥 图为 8月 3日教师在指导学生
练习基本功遥 李晓果摄

绎截至 3日袁 今年已至少有北京尧江
西尧 云南等 13个省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袁
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 2420元袁为全国最
高遥

绎人社部日前公布第一批拖欠农民工
工资野黑名单冶袁30个部委单位将进行联合
惩戒遥

绎国资委出台办法袁 将对央企负责人
实行重大决策终身问责遥

绎广东公安与香港警方联手侦破香港
尖沙咀珠宝表行抢劫案袁抓获 5名嫌犯遥昨
日袁 广东警方向香港警方移交 3名香港籍
嫌犯遥

绎4日袁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发生 5.2级
地震袁震中位于无人区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遥

绎国家体育总局公示第二届国际奥委
会终身教练奖候选人名单袁刘国梁尧张军尧
孙海平尧郎平尧周继红入围遥

绎8日起袁 复兴号在京津城际铁路将
实现时速 350公里运行袁 京津城际列车数
量由 108.5对增至 136对遥

绎湖北武汉某私企负责人朱某身负巨
额债务袁不仅拒不履行法院还款判决袁还保
持高消费袁被判刑 1年 3个月遥

绎河北固安法院被曝接收材料窗口低
矮袁当事人只能野跪冶递材料遥 固安法院表
示袁已在整改中袁预计下周完成遥

绎四川泸州戴某某无证驾驶袁 冲撞并
拖行执勤交警数百米袁已被刑拘遥

绎北京积水潭医院发生医生与患者打
架事件袁医生宁某某被行政拘留袁患者王某
及其朋友蔡某某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
拘留遥

绎安徽芜湖一 6岁儿童被狗咬伤至狂
犬病发作死亡袁狗主人尧物业和医院被判共
同赔付受害者家属 78万余元遥

绎山东 7旬老人于殿作 3年来骑着摩
托跨越 4个省份袁 将多位葬在他乡的烈士
一位一位野送回老家冶遥

绎为了帮助聋哑产妇生产袁 陕西汉中
麻醉师郑耀手绘漫画并附文字袁 向产妇一
一讲解流程遥 聋哑产妇顺利生下女儿遥

近日袁 美国政府在此前公布对
中方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
10%关税清单的基础上袁 又提出要
将征税税率由 10%提高到 25%遥 美
方此举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袁 破坏全球产业链和自由贸易体
制遥 国际舆论纷纷批评美方再次升
级贸易摩擦的做法遥

野美国政府不断升级对中国的
关税措施袁是在拿美国家庭的工作尧
收入和生计做赌注袁 此举将给许多
消费品带来冲击袁 因为美国并不生
产这些东西袁 迫使美国消费者为大
量产品支付更高价格遥 冶美国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窑
鲍恩认为袁 由于美国政府的鲁莽行
为袁 美国公司正在丧失在全球市场
的竞争力遥之前提高对进口钢材尧铝
和零部件征税袁 提高了美国企业的
成本袁 使得相关产品在全球销量下
降遥加拿大尧欧盟尧中国的报复措施袁
使美国企业丧失了部分海外订单袁
提高了美国农业和制造业成本遥

美国叶纽约时报曳报道指出袁这
是一场对两国工业和消费者造成损
害的贸易争端的重大升级遥 这些关
税举措将对依赖中国产品的美国消
费者和企业产生影响袁 尤其是农民
和制造商遥

法国叶世界报曳撰文报道指出袁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威胁将给
美国农产品尧家电尧汽车等多个领域
带来损失遥 美政府举措正打击着美
国的生产和出口袁 一些产品价格上
涨也转移到了美国消费者身上遥

野最终袁贸易战的成本被转移到
了消费者身上遥 冶法国财经杂志叶资
本曳发表文章称袁美国政府发起的贸
易战导致多种产品价格上涨袁 开始
严重影响美国民众日常生活遥

墨西哥全国制造业联合会主席
罗德里格窑阿尔皮萨指出袁 曾经崇尚
自由贸易的美国如今提出一系列与
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政策袁让全球的
分析师都感到猝不及防遥美方做法不
利于各国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提升袁也

不利于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创新遥
美国野政治冶网站报道援引全美

零售行业领袖协会副总裁克里斯
汀窑费尔南德斯的话称袁野10%关税
是糟糕的袁25%更糟冶袁 关税冲击了
如此多的消费品袁 其中许多产品除
了中国以外没有其他来源遥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亚洲中
心主任尧高级研究员阿莱西亚窑埃米
赫尼 3日刊文称袁 美国政府发动针
对中国的贸易战源自对中国经济继
续发展的不安袁 这种零和思维将带
来非常负面的影响遥

德国基民盟政治经济学家富克
斯在接受德意志广播电台采访时表
示袁在新的关税政策下袁贸易摩擦可
能会出现螺旋式上升的状况袁 最终
不会有赢家遥 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减
少贸易壁垒遥 德国外贸协会主席宾
曼对叶莱茵邮报曳表示袁冲突的升级
不仅对中美双方是极其危险的袁整
个世界都会处于这种危险的局面
中遥 吴乐珺 龚鸣 王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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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日袁广州塔数百米高空的玻璃窗外袁吊在柱子上的工人双手操作一条抹布清洗柱子袁当日
是雷雨天气袁工人们冒雨进行清洁工作袁野蜘蛛侠冶个个浑身湿透遥 广州塔又称广州新电视塔袁是广州
市的地标性建筑遥 广州塔塔身主体高 454米袁天线桅杆高 146米袁总高度 600米,是中国第一高塔袁世
界第二高塔遥广州塔定期会对外墙玻璃尧钢结构进行清洁袁每次清洁耗时一个多月遥目前袁广州塔聘请
了清洁公司为 385要450米的东面区钢结构进行清洁工作遥 波尼摄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
告袁 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
商品渊第二批冤加征关税遥

2018年 7月 11日美国政府发
布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2000亿美
元商品加征 10%关税的措施遥8月 2
日美国贸易代表声明称拟将加征税
率由 10%提高至 25%遥 美方背离了
双方多次磋商共识袁 单方面再次升
级了贸易摩擦袁 严重违反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袁 破坏全球产业链和自由

贸易体制袁 实质性损害了我国国家
和人民利益袁 也将对包括美国在内
的世界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遥

针对美方上述措施袁 中方被迫
采取反制措施遥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外贸易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关税条例曳 等法律法规和国际
法基本原则袁经国务院批准袁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
的 5207个税目约 600亿美元商品袁
加征 25%尧20%尧10%尧5%不等的关

税遥如果美方一意孤行袁将其加征关
税措施付诸实施袁 中方将即行实施
上述加征关税措施遥

中方采取上述加征关税措施袁目
的是捍卫自身合法权益袁通过反制措
施遏制贸易摩擦升级袁同时袁相关措
施也尽可能减少对我国国内生产尧人
民生活需要的影响遥 上述措施实施
后袁有关部门将会同社会各界对措施
效果进行评估袁力争把措施对我国国
内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遥李丽辉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

对原产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第二批）加征关税

“蜘蛛侠”为广州塔洗澡

美方拟提高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征税税率
国际舆论：糟糕，更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