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当地时间 8
月 1日发表声明称袁美国政府考虑将对
价值 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
关税从 10%提高至 25%遥 由于关税或提
高袁 因此有关 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
税政策的公众评议的最后期限从 8 月
30日延长至 9月 5日遥美国政府官员表
示袁他们将征求商界对 10%和 25%两种
关税的意见遥

在近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袁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以两个野奉劝冶回应美国
拟提高关税的举措院野第一袁我们奉劝美
方端正态度袁 不要试图搞什么讹诈袁这
对中国不起作用曰第二袁我们奉劝美方
回归理性袁不要一味意气用事袁这样最
终会伤害他们自己遥 冶

企业很受伤

野10%已经是坏的袁25%更加糟糕遥 冶
美国野政治冶网站 2日说袁白宫拟增加关
税令科技尧化工等行业感到震惊遥 美国
信息技术工业委员会 2 日用 野不负责
任尧适得其反冶形容政府的最新举措遥 美
国零售联合会发表了愤怒的声明袁称此
轮加税是在为野鲁莽的贸易政策加倍下
注冶袁提高关税意味着在伤口上撒盐遥

事实上袁对于美国政府执意发动贸
易战袁美国国内多个行业都怨声载道遥

野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冰箱袁因为

特朗普的贸易战让卖不掉的肉制品堆
积如山浴 冶近日袁美国叶洛杉矶时报曳的报
道称袁美国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导致海外
买家对肉类的需求减少袁而国内肉厂供
应量却激增袁 近 12亿公斤的肉积压在
仓库里袁许多工厂表示野欲哭无泪冶遥 叶华
尔街日报曳网站报道也指出袁美国农业
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袁最近数周袁美国对
华猪肉出口销售量为零遥

美国大豆种植户也是一片哀号遥 据
叶纽约时报曳报道袁美国大豆的 60%销往
中国市场遥 而最近几个月袁对贸易的担
忧令大豆价格下跌约 15%袁年利润缩水
8%至 10%遥 在印第安纳州西部种植
5000英亩玉米和大豆的农民布伦特窑拜
博尔说袁 这场争端已经损害了他的农
场袁重挫农业经济遥

美国高盛集团警告称袁由于出口收
入下降和美国公司投入成本增加袁贸易
战将使美国多家公司的收益降低 15%遥

叶华盛顿邮报曳报道称袁康明斯公司
是美国肯塔基州哥伦布地区最大的重型
机械制造商袁 由于受到特朗普关税战的
巨大冲击袁该企业已经开始削减订单尧取
消扩张计划遥 康明斯首席执行官莱恩巴
格说袁一方面袁特朗普的征税政策将导致
康明斯生产成本增加曰另一方面袁关税战
所针对的国家必然会进行报复性处罚袁
最终受伤的依然是美国企业遥

美国的港口也受到了影响遥 据美国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报道袁随着
白宫扬言要对价值 2000亿美元的中国
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袁港口经理正准备

迎接发货取消和失业的可能性遥 对中国
商品加征任何幅度的关税都将对美国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管理的 328 个正式
入境口岸中的众多口岸构成影响遥 2017
年袁 有超过 50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抵
达这些口岸遥 此外袁每年有 1300亿美元
的美国产品和大宗商品通过这些口岸
流向中国遥

民众很心慌

野现在袁 贸易战已经伤害了一些特
定群体的利益遥 对于消费者而言袁这一
切已经开始带来负面情绪遥 冶家在洛杉
矶的美国人詹姆斯对本报记者说袁野我
想这里没有人希望打贸易战袁提高关税
不是解决贸易争端的办法遥 冶

道理很简单袁由于关税推高厂商成
本袁高昂的代价将最终通过供应链传导
给美国消费者遥 如今袁这一切已经露出
苗头遥 美国商会主席托马斯窑多霍诺认
为袁关税野开始对美国企业尧工人尧农民
和消费者造成损害袁因为耶美国制造爷依
赖海外市场袁而征税措施推高了价格遥 冶

据叶华尔街日报曳报道袁北极星工业
公司已经提高了其船只尧摩托车尧雪地
摩托车以及其他休闲车辆的售价袁以抵
消该公司预计要支付的 4000万美元关
税成本中的 1500万美元遥 关税也开始
对杂货店顾客产生影响遥 可口可乐公司
近日说袁由于成本上涨渊包括运费和塑
料及铝价格上涨冤袁 它将采取罕见的措
施袁年中在北美市场提高汽水售价遥

叶今日美国报曳网站则直白地指出袁
随着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加剧袁
预计美国消费者可能成为损失最大的
群体遥 分析人士预测袁美国与其他国家
的贸易冲突将导致 25万个工作岗位流
失以及每个普通家庭的开支平均增加
210美元遥 野如今袁工资涨幅非常有限袁每
一美元都很重要遥 物价上涨意味着消费
者手上能够花在其他地方的钱变少
了遥 冶美国个人理财网站银率网首席财
务分析师格雷格窑麦克布赖德认为袁物
价上涨也会影响到消费者信心袁野普遍
存在的关税问题将会对经济产生不利
影响冶遥

野一场以眼还眼尧以牙还牙的贸易
战已经爆发袁美国家庭左右为难遥 冶美国
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首席执行官马修窑谢
伊说院野美国消费者离感受到贸易战的
全面影响又近了一步遥 这些关税对保护
美国就业没有任何作用遥 它将抵消税改
带来的好处袁推高各种产品价格遥 冶

更令美国民众担忧的是袁不仅物价
会上涨袁就业或许也将成为问题遥 牛津
经济咨询社经济学家格雷格窑达科最近
在一份研究简报中说袁如果美国对来自
中国的另外 400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
10%的关税尧 而中国对所有美国进口商
品征收 25%的关税袁到 2020年袁美国的
GDP损失累计将达到 1%袁 美国的就业
岗位将减少 70万个遥

舆论很着急

挑起贸易战袁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目
标很明确袁特朗普的选举利益是重要一
点遥 然而袁分析指出袁随着美国中期选举
临近袁贸易战带来的物价攀升及失业率
上涨袁可能会成为共和党面临的政治阻
力遥 市场分析人士及经济学家也警告
称袁美国已经加征的关税和其威胁要加
征的关税袁将在未来几个月对经济逐渐
显现影响袁这种影响可能在选举期间达
到峰值遥

各方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袁为特
朗普中期选举的前景蒙上阴影遥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最近披露了英
国金融机构的最新预测院在美国将进口
关税提高约 1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袁3年
贸易额下降将令美国 GDP 下挫 2.5%遥
如果全面贸易战爆发袁对美国经济增长
的打击会翻倍袁因为各国央行提高利率
后袁商业投资水平下降袁企业借贷成本
上升袁引发的恶果将是一场灾难遥

美银美林的经济学家警告称袁特朗
普的贸易战扰乱全球供应链袁削弱商业
信心袁增加不确定性袁会将经济野推向全
面衰退的悬崖冶袁 并危及美国的经济扩
张遥

美国叶政治报曳网站报道称袁贸易战
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放缓袁而经济是共
和党对选民最有力的卖点之一遥

野我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袁但我
感觉袁 当前政策是基于观点而非数据遥
我们的零件大多来自中国遥 我对前景不
甚乐观遥 冶康明斯的一名员工如是说遥

叶先驱电讯报曳则警告说袁因贸易战
受损的人的耐心很快就会失去遥 美国农
民不想要救援袁他们想要像贸易战开始
前那样做自己的生意遥

叶华尔街日报曳2日称袁随着接下来
的关税将向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
蔓延袁美国将难以找到其他替代进口选
项袁 因此更难遏制进一步的通货膨胀遥
野政治冶网站说袁美国的关税清单越长尧
税率越高袁距离其初始目标就越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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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瑞金柒玖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人民银行
颁发的开户许可证袁 账号:1510018209027009571袁核
准号:J4296000440001,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柒玖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机构信
用代码证遗失袁证号院G9936078100044000G袁特此声
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鼎力手机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170731袁特此声明遥

绎钟辉渊身份证号院360781198612110652冤持有的
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袁编号院3607810015000138袁特此
声明遥

绎曾生和/洪军琴持有的证号为 0004200号房屋
产权证 渊房屋坐落于象湖镇八一南路锦江小区 K-
502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拟注销公告
赣州市漳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60781MA367F9UXF冤 经股东会决定现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
小组渊成员院刘海石 邓小园 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天内到瑞金市黄柏乡向阳村下店小组
220号袁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
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刘海石
联系电话院13970125461

赣州市漳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8月 6日

挑起贸易战 损人也伤己

美国自己也开始疼了

注销公告
瑞金市璟泰商贸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院91360781MA37NH9QOP冤袁经股
东会决定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
公司袁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渊成员院陈
淦洪尧陈照亮尧谭杰民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
见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中
山 北路中段一楼商铺本公司清算小组申
报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电话院18666893677

瑞金市璟泰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30日

阴张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