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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酒店
酒店集住宿、餐饮、娱乐一体

化；普通标间 118元/间，豪华标间
128元/间，小单间 108元/间，累计
住3间全天房送钟点房1个，3个钟
点房可抵一个全天房，多住多优惠。

地址：武陵大道与滨湖西路交会处

（常德海关大楼南侧）

电话：0736-7709059

房大舒适卫生好
停车方便不收费
闹市难寻低价位

新兴微丰紫米粉具有天
然浅紫色泽、华润透明、浓郁
稻米香味、浸泡时间短、煮制
不糊汤、断条少、口感软滑、柔
韧爽口绿色生态。

紫米粉
紫米饼

销售电话:0766-2966988
欢迎代理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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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章敏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湘国税登
字432423197204106123号，特声明作废。

田小波遗失湖南省监理工程师证书一本，证
号：XY15—J0219，特声明作废。

曾凌遗失房屋他项权证一本，证号：常德市房
他2007—11—06字第0021709号，特声明作废。

湖南正尔皮肤医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在兴业银行常德分行开户的公章印鉴章, 特声明
作废。

殷 雅 琴 遗 失 护 士 执 业 证 书 一 本 ，编 号 ：
201343004034，特声明作废。

殷雅琴遗失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一本，编号：
10237466，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石门县磨市镇中心学校因保管不善，不慎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的机构信用代码
证，证号为B20430726000143302，特声明作废。

石门县磨市镇中心学校
2018年3月23日

遗失公告
常德市鼎城区镇德桥镇沈腊珍家具

超市遗失由常德市鼎城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2015年11月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703MA4L1Y2N2J，特声明作废。

2018年3月23日

解散清算公告
常德美鑫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于2018年3月23日决定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公司清算组。为保护本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清算组联系人：贺胜兰，
清算组联系方式：13575214989。

2018年3月25日

高建华遗失湖南省监理工程师证书
一本，证号：XY15—J0220，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解散清算公告
汉寿优速快递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于

2018 年 3 月 24 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同
日成立公司清算组。为保护本公司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清算组联系人：杨芬，清算组联系
方式：13875150860。

2018年3月23日

2017年3月5日清晨6点左右，陶
方海在安乡县大鲸港镇五合剅社区捡
女婴一名，该女婴身体健康，出生日期
2017年2月6日（阳历）。身穿蓝色婴
儿棉衣服，头戴白色棉布帽，并附有一

张白色的孩子出生日期字条。
请以上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监护人持有

效证件与常德市儿童福利院联系，联系电话：
0736—2567280，联系地址：常德市儿童福利
院。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
置。

2018年3月25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启事

遗失公告
常德市鼎城区镇德桥镇泽友超市遗

失由常德市鼎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1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3MA4L1R2B5C，
特声明作废。

2018年3月23日

遗失公告
武陵区吴桂华商店遗失由常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武陵分局2017年2月6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702MA4LBBRJ0D，特声明作废。

2018年3月23日

常德市中腾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不慎遗失常德市工商局于2017年10月31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执照号码：
9143070268502299XK，声明作废。

2018年3月23日

遗失声明

分类广告电话：0736 - 2530790 排版QQ：1037513527
地址：柳叶大道常德日报传媒集团1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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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县合口镇三元口六组村民康祖顺，不慎遗失《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
用证》，证号：临集建（91）字第40230号，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合口镇三元口六组村民康清云，不慎遗失《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
用证》，证号：临集建（91）字第40231号，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福源米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30724L0412410X2，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福源米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信用代码：
G1043072400013430X，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杨板硚农机专业合作社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信用代码：
G12430724000330809，特声明作废。

石门县叶佳鑫不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O430719023。声明作
废。

习小羽遗失坐落在澧县澧阳镇珍珠居委会的房屋产权证，产权证号为
023710。声明作废。

常德市楠竹山农贸市场服务中心不慎遗失合同专用章和在常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江支行开户的财务专用章及法人代表周远云私章。
特声明作废。

津市市宏达航运有限公司湘津市货1298（黄长君挂靠船舶）遗失营业运
输证一本（船舶登记号：340614000265，船检登记号：2014W4100508 ），编号：
湘常SJ(2017)8144，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美国东部时间22日中午，美国总统特
朗普在白宫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
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
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涉
及征税的中国商品规模可达600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这一单边主义贸易保护
举措，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实为近年来所
罕见。这种“霸凌”经贸政策无疑将损害
中美双方乃至全球经济，并削弱全球经济
赖以繁荣的多边贸易体制。

针对美方举措，中国商务部23日表示
坚决反对，已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捍卫自
身合法利益。希望美方悬崖勒马，慎重决
策，不要把双边经贸关系拖入险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无视中
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事实、无视世贸组
织规则、无视广大业界的呼声，一意孤行，
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
方坚决反对。

“美方此举不利于中方利益，不利于
美方利益，不利于全球利益，开了一个非
常恶劣的先例。”这位新闻发言人说，任何
情况下，中方都不会坐视自身合法权益受
到损害，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捍卫
自身合法利益。

他表示，关于301调查，中方已经多次
明确表明立场。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
绝不害怕贸易战，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
对任何挑战。希望美方悬崖勒马，慎重决
策，不要把双边经贸关系拖入险境。

特朗普政府放了哪些“狠招”？主要
三大“狠招”：

第一，“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
在15天内制定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具
体方案。综合特朗普本人和白宫官员吹
风会的说法，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总额在
500亿至600亿美元，可谓规模庞大。

第二，“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
就相关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
中国。

第三，“限”。美国财政部将在60天内
出台方案，限制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
业，来投资并购美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
企业。

特朗普政府“狠招”究竟狠在哪里？
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
仅是一个开始，其影响还会在未来一段时
间内逐渐显现。

除了密切关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5天内会拿出一份怎样的征收关税清单，
以及美国财政部两个月内如何出台限制
中国投资的新方案，美方在WTO机制内
起诉中方也可能持续过程很长。WTO诉
讼往往可以拖个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

特朗普政府“狠招”伤害了谁？可以
说，特朗普政府这次“放狠招”至少将在三

个层面上造成伤害。
第一，美国消费者、进口商、零售商。
增加关税之后，美国进口商品价格

一定会高，而这个价格一定会传导到消
费者身上。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
席、共和党人奥林·哈奇的话说，对上百
亿产品征税最终损害的是美国家庭的钱
袋子。

无怪乎，代表美国零售、科技、农业和
其他消费品行业利益的45个行业协会，以
及包括沃尔玛、梅西百货、百思买在内的
25 家美国知名零售商日前先后联合致信
特朗普，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对从中国进口
的产品加征关税，以免损害美国企业和消
费者利益。

第二，美国经济本身。
短期内美国政府倒是能提高税收，但关

税行为一定会对经济产出造成巨大影响。
仅举一个例子，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创

新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对中
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征收25%关税，将
导致未来10年内美国经济损失3320亿美
元。

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新举措，美国市场
第一时间给出“反馈”。在特朗普签署备
忘录后，纽约股市当天集体暴跌。其中，
道琼斯指数跌幅接近3%，标普500指数和
纳斯达克指数跌幅也约2.5%，三大股指22
日跌幅均创下6周来最高。

第三，全球贸易和经济。
特朗普政府此次单边主义的贸易保

护做法，归根结底损害的是全球经济过去
几十年来蓬勃增长的一个基础——多边
贸易体制。

特朗普政府为何此时此刻“放狠招”？
既然损害这样广泛、势必遭到大范围

反对，为何特朗普还非要做这一件事？
第一，转移焦点。
美国媒体近日分析认为，通俄门调查

正进入敏感的关键期，特朗普本人丑闻近
日持续发酵，而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不断
凸显对外强硬姿态，尤其是层层加码贸易
保护力度，可能想借此转移舆论焦点。

第二，竞选铺路。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今秋举行，当下正

值关键的竞选政治周期，特朗普在如此关
键时期内也需要凸显对外强硬姿态，展现
他兑现自己竞选承诺的力度，来塑造他最
需要的中期选举形象。

第三，看看，谁在受益？
一些美国企业，尤其是一些与中国进

口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将会是贸易
保护主义受益者。特朗普政府商务部长
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美国制造业和
一些企业有着几十年千丝万缕的联系往
来。这些老客户、老朋友不断向他们施加

压力，希望通过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少数
美国企业。

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
们保护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却损害了大
多数人的利益。

第四，战略层面。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

罗当天表示，此前美国政府的“经济接触”
政策已失效，特朗普政府此举是秉承去年
底出台的国家安全报告。

在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报告中，
称美国的繁荣和安全正受到来自更广阔
战略层面的“经济竞争”的挑战，并称中俄
等国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地位。

为何说特朗普政府“武器”已经“过
时”了？特朗普这份总统备忘录依据的是

“301调查”结果。

所谓“301 调查”源自美国《1974 年贸
易法》第301条。该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
表可对他国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
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
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包括撤销贸易优
惠、征收报复性关税等。

“301 调查”诞生于上世纪冷战时期，
美国上一次大规模使用“301调查”还是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日贸易纠纷期间，在
1995 年世贸组织成立后就很少为美国政
府使用。

由于这一调查由美国自身发起、调
查、裁决、执行，因此具有极强的单边主义
色彩。贸易专家普遍认为，美国基于该调
查单方面出台制裁措施，或有违世界贸易
组织规定。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对中国动手？后果很严重！
美贸易“霸凌”惹众怒
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是世界经济的

活水源泉。贸易保护主义者却不断以贸易“霸
凌”行径，挑战基本贸易规则和各国忍耐底线，侵
蚀全球合作互惠和世界经济增长之基。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签署针对中国的贸易
保护主义备忘录，正是这种“霸凌”行径的最新版
本。连日来，多国政商学界人士和普通民众普遍
对特朗普政府的相关做法表示忧虑和不满。

美国民众怒斥“愚蠢的行动”

“特朗普要制裁中国产品是一个愚蠢的行
动，不为大众着想。我看不出制裁中国产品有什
么好处，但是我们的日常开支一定会增加，可能
还会增加不少。”美国策展人埃米莉·伊莎贝拉这
样评价特朗普向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伊莎贝拉曾在中国工作过几年，回到美国后
仍然购买中国电视机。她告诉记者，中国电子产
品效果很好，用起来和美国品牌没有差别，但价
格便宜了100多美元。

电气工程师埃翁·乔舒亚告诉记者，常购买中
国生产的日用品、衣物。他说，相对于其他国家或
美国本土的产品，中国产品便宜许多，用起来不错。

谈及特朗普向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乔舒亚
说：“（中国产品）价格肯定上涨，说不定以后更难
买到。这不是好消息。”

消费者的直观感受与学者专家的评估相
同。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弗雷德里
克·埃里克松表示，美国此举损害自身经济，消费
者将为商品支付更高价格。

多国企业遭受冲击

消费者遭殃，企业日子也不好过。
耐克公司高级副总裁欧哈伦说，中国是耐克

的重要海外市场和生产基地，中国市场业务支持
美国俄勒冈州大量研发和管理人员就业，创造了
税收。美方单边行动必然招来副作用，损害美国
进口商利益。

德国工商大会主席埃里克·施魏策尔在一份
声明中说，德国企业界支持“公平的世界贸易”，
美国单方面征收关税是“错误且危险的”。

越南韩德家居股份公司经理郑团海表示，各
国都应在遵守国际法和相关双边或多边协议的
前提下保护自身利益。如果“301条款”被滥用，
将导致某种程度上的贸易保护主义。

政策走形源于无视公平

既然消费者和企业都不“买账”，特朗普为何
还要逆潮流而动？

牛津大学教授傅晓岚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成
立以来，美国原本已渐渐弃用“301条款”，启动单
边制裁的案例显著减少。而特朗普政府的贸易
保护主义举动，很大原因在于为恢复美国制造
业、增加就业寻找“替罪羊”。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关系专家奥利弗·施
廷克尔表示，特朗普此举很大一部分动力在于兑
现竞选承诺、取悦选民，以应对2018年国会中期
选举。

日本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金
坚敏告诉记者，“301调查”是美国想要在谈判中
处于有利地位的施压手段。中美两国产业呈现
互补关系，贸易制裁对美国没有好处。

贸易战前景引人忧虑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认为，一旦美国单边贸
易政策得以推行，他国可能效仿美国，推出对抗
性的贸易政策，世界将面临贸易战风险。

埃及阿拉伯投资者联盟主席贾迈勒·巴尤米
说，美中两国同属世贸组织成员，美国不应在诉
诸世贸组织的调解机制前采取单边行动。作为
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两国任何贸易争端
或对抗都将危及全球贸易大局。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农
业部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格劳贝尔说，各国都
应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而非诉诸
单边主义举措。格劳贝尔还警告说，贸易战有损
全球经济。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22 日宣布，拟利用
“301调查”大规模限制中国对美贸易和投
资。美方肆意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国
际舆论为之侧目。这种典型的单边主义
和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无异于让美国站到
了世界的对立面，成为失道的孤家寡人。

其一，美方一意孤行，严重破坏全球
多边贸易体系，干扰正常国际贸易秩序，
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对全球发展有
百害而无一利。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
示，如果美国挑起全球小型贸易战，即关
税增加10％，则大多数经济体国内生产总
值将减少1％至4.5％；如果全球爆发严重

贸易战，即关税增加 40％，则全球经济将
重现“大萧条”。

美国政府前不久决定对进口钢铝产
品征收高关税，欧盟、德国、法国、日本、土
耳其等国均批评美国政府这一贸易保护
主义行径，并考虑采取反制行动，就连“暂
免”征税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也表示会“居
安思危”，做“两手准备”。在德国钢铁联
合会主席汉斯·于尔根·克尔克霍夫看来，
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决定将让美国进一步

“与世界隔离”。
其二，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行动背

离时代潮流。这种行为方式罔顾全球经
济一体化、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时代大

势，无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践踏国际社
会数十年来苦心营造的基本经贸规范和
游戏规则。

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贸易专家
约瑟夫·布拉姆尔指出，特朗普政府的措
施将破坏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未来
可能更多地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和保护
主义手段来勒索合作伙伴，强迫其在贸易
领域做出牺牲和让步。

其三，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同样无益于
美国自身利益。保护主义行径不仅会伤及
美国经济，也不利于美国自身国际形象。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
长亚当·波森认为，单边保护主义行动不

仅无法帮助特朗普政府平衡贸易收支，还
会严重损害美国和全球经济。

特朗普 22 日签署总统备忘录后，引
发全球投资者恐慌，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即遭重挫。这是金融市场对美方有关
错误政策和行动投出的不信任票，也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国际社会对美方有关
政策和举动的鲁莽和危险性的担忧。

尽管美国仍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
供者，美国因素在全球经济运转中仍不可或
缺，但长期看来，以不确定、难合作形象示人
的美国，或将损失作为其核心竞争力之一的
国家信誉，动摇美国赖以繁荣的根本。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打贸易战是抓
错了药方，其结果只会损人害己。当下，
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明智的做法是悬崖
勒马，慎重决策，抛弃零和博弈思维，思考
如何做大与世界合作的蛋糕，而不是秀肌
肉打贸易战。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美勿做与全世界对立的失道寡人
□金旼旼 高攀 江宇娟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
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