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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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市李小毅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殊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证书一本，证书
编号：430781198811080511，声明作废。

临澧县四新岗镇马家村马家坊组村民
祝居芳，不慎遗失《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
证》，地号：07-06-07-112，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安福镇朝阳东街 22 号村民孙
毅平，不慎遗失《房屋产权证》，证号：产权
证字第00955，特声明作废。

临澧佳顺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584000273601，账
号 ： 88051800020922094012 （ 老 ） 、
82012850000001920（新），开户行：临澧农
村商业银行，特声明作废。

临澧县原城关镇龙溪村村民吴家峰，
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临国
用（96）字第444号，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公告

常德市武陵区汇沣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洞庭大道分公司遗失由常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武陵分局2016年7月8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702MA4L5CY42D，特声明作废。

2018年3月29日

遗失声明
石门县夹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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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043072600014430R，特声明作废。

石门县夹山镇中心学校
2018年3月29日

沙孝军遗失坐落桃源县双溪口镇一
字山村四组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一本，特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澧县原佘市镇湖堰村鲁家组村
民蒋和平，不慎遗失《集体土地建设用
地使用证》，证号：临集建 1991 字第
38452号，特声明作废。

李洁遗失由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颁 发 的 毕 业 证 一 本 ，证 书 编 号 ：
140971201106000612，特声明作废。

李洁遗失由南华大学颁发的毕业
证 一 本 ， 证 书 编 号 ：
105555201505005295，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鼎城区中河口镇卫生院遗
失住院收费票据34份，号码：湘财通字
（2016）009825551— 湘 财 通 字（2016）
009825584，特声明作废。

谷成强（现名：顾成强）遗失坐落肖
伍铺乡太阳村二组的集体土地建设用
地使用证一本，地号：02—21—03—022，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浩宇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号码：
No.07193515，金额：151938元，特声明作废。

杨宇鹏遗失坐落常德市金沅丽景小区1
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一本，证号：常鼎国用
（2009）字第2211号，特声明作废。

罗先慧、冯文凤夫妇遗失罗紫涵的《出生
医学证明》一份，编号：L430862448，特声明作
废。

杨烽遗失常德万达广场住宅B-4-1303
票据一张，编号：00010832，金额：853980 元，
特声明作废。

饶璇遗失常德万达广场住宅 B-4-
3302首付款票据一张，编号：00011247，金额：
314419元。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武陵区常蒿路小学不慎遗失开户
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580000368201，账号：
1908070419200006469，开户银行：工行常德
兴街口支行，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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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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萍遗失乳山金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两张，内容：13-76
车位，编号：0141210，金额：20000元；编号：0141211，金额：5000元。特此声明
作废。

罗斌遗失乳山金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两张，内容：13-46车
位，编号：0141212，金额：5000元；编号：0141213，金额：20000元，特此声明作

废。
孙泽南遗失土地使用证他项权证，编号：澧他项2015第861号，声明作废。
湘桃源采 2157 船船主张思均遗失内河船舶检验证簿一本，编号：

201342310343，船舶识别号：CN20113340204，船检登记号：2012P4101012，特
声明作废。

宋泽顺不慎遗失船舶经营许可证，编号：湘常SJ（2017）7011，船号：湘澧县
货0397，船舶登记号：340614000047，船检登记号：2007N4100989，经营人许可
证号码：交湘常XK7112，声明作废。

常德市鼎城区华艺艺术教育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税务登记证税
号：43072519910821121001，特声明作废。

武陵区芦荻山乡大关庙村8组村民梅加顺遗失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一本，宗地号：02—11—21—198，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昌盛物流有限公司不慎丢失《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检
验合格证一本，编号：HNYG8628J，车牌号码：湘J09506，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昌盛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输证一本，车牌号码：湘
J09506，证号：湘常430727001018，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维度传媒有限公
司因保管不善遗失公章、财
务章各一枚，开户行：中国
人 民 银 行 常 德 朝 阳 路 支
行。特声明作废。

常德市市直单位量化
目标管理考核办公室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正本，有效期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1日。特此声明作废。

常德一可文化艺术有
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5580002106601，账
号：88041790020565537012，
开户行：常德市鼎城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特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 叶昊
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
印发《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
指导意见》。日前，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就意见的有关问题
回答记者的提问。

问：请您介绍一下政策出台的背景？
答：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
2017 年 12 月底，参保人数达到 51255 万
人，比 2012 年增加 2885 万人，其中领取
养老金人数达到15598万人，月人均养老
金125元，其中基础养老金113元。

但就目前而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还存在着保障水平较低、待遇确定和正
常调整机制尚未健全、缴费激励约束机
制不强等问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
部会同财政部起草了《关于建立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
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经报请党中
央、国务院同意，两部印发这一政策文
件。

问：意见将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产生什么影响？

答：首先，这是完善了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的重大举措。党的十九大
要求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提出
了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只有
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制度机制，才能
把社会保障网织密；只有将制度机制的
作用发挥好，才能兜得住底线。所以，建
立激励约束有效、筹资权责清晰、保障水
平适度的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
整机制，即是措施也是目的。

其次，确定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的发展方向。出台这一政策，使全国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有了遵循。即
各级党委、政府将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水平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提
高，确保参保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

问：出台这份文件主要是为了解决
目前存在的保障水平较低、待遇确定和
正常调整机制尚未健全、缴费激励约束
机制不强等问题，要从哪几个方面解决？

答：主要从五个方面解决上述问题：
一是完善待遇确定机制。中央根据全国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财力状况等
因素，确定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地
方根据当地实际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
对65岁及以上城乡老年居民予以适当倾
斜；对长期缴费、超过最低缴费年限的，

应适当加发年限基础养老金。各地提高
基础养老金和加发年限基础养老金所需
资金由地方财政负担。个人账户养老金
由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系数确定，
计发系数与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
金计发系数一致。二是建立基础养老金
正常调整机制。明确人社部会同财政
部，参考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和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标准调整，适时提
出养老金最低标准调整方案，报请党中
央和国务院确定；地方基础养老金的调
整，由当地人社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
方案，报请同级党委和政府确定。三是
建立个人缴费档次标准调整机制。明确
各地最高缴费档次标准原则上不超过当
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年缴费额。对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
群体，可保留现行最低缴费档次标准。
四是建立缴费补贴调整机制。明确地方
要调整缴费补贴水平，建立缴费补贴动
态调整机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提高缴
费补助，鼓励其他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组
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加大资助。五是
实现个人账户基金保值增值。各地要按
照国务院有关要求和规定，开展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实现基
金保值增值。

问：现在一些参保居民选最低档次
缴费，个人账户的积累比较少，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

答：未来从四个方面进行解决：一是
合理确定和调整城乡居保缴费档次标
准，提高个人缴费；二是根据经济发展、
个人缴费标准提高和财力状况，提高政
府对个人缴费补贴；三是鼓励其他社会
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
加大资助；四是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增加收益。下一步，
我们将加大政策宣传，让城乡居民理解
政策，促进他们长期缴费和多缴费，同时
大力推进政策落实，强化各方筹资责任，
个人账户储存额未来将会正常增长。

问：文件印发后，如何贯彻实施？
答：一是各级人社部门、财政部门

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部门责任，把政
策落实到位。二是各地要从实际出
发，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地区情况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
养老金调整机制。三是各级人社部
门、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共同做
好基础养老金、个人缴费档次标准、政
府补贴标准等测算和调整工作。四是
各地要采取多种方式全面准确解读政
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让参保居民形
成合理的预期。

确保参保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 人社部就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答记者问

根据美国“301调查”结果，美方
将于近日公布对华产品征税建议清
单。美贸易代表日前表示，美中两
国政府有望通过磋商避免加征关
税。中美经贸摩擦走向如何？美征
税举措实施会有什么影响？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高峰在29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对以上热点进行了回应。

中美经贸摩擦会否通过磋
商得以缓解？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28 日
称，美国对华征税产品建议清单公
示天数将从30天延长到60天。而
且他表示，美中两国政府有望通过
磋商避免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高峰表示，我们注意到美方的
有关言论，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希
望美方认清形势，顺应经济全球化
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历史趋势。我
们敦促美方摒弃单边主义、贸易保
护主义的做法，切实采取措施，通过
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真正维
护中美经贸合作的良好局面。

“中方谈判磋商的大门始终是
敞开的，但是，谈判是有原则的。”
高峰强调，首先美国必须放弃单边
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谈判
必须是平等的，中方不会接受在单
方胁迫下展开任何的磋商；谈判也
应该是建设性的、平衡的，需要双
方共同努力。

美国对华征税清单一旦实
施对谁影响大？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 22 日签
署的总统备忘录，美国对华产品征
税建议清单将在 15 天内公布。清
单一旦实施，将对中国、美国、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高峰列举了一组数字：201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货物贸易
总额超过了4.1万亿美元，其中对美货物进出口超过5800亿
美元，占到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1%；中国的对外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1200亿美元，其中对美投资78亿美元，占到总额的
6.5%。

“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有底气、有信心应对任何贸易投资
保护主义的做法。”他说。美方的行径开启了非常恶劣的先
例，对中国产品征税，这是公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把多边贸
易体制完全抛在脑后，是对多边规则的蔑视和践踏。

高峰指出，美方的恶劣行径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连
锁反应，使本已复苏的全球经济再次蒙上阴影。同时，美方的
征税举措还会使美国国内的原材料和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影响
美国的制造业和消费者，最终伤害的是美国人民的福祉。

中国开放力度够不够？

针对有观点指责中国开放力度不及预期以及未切实履
行入世降低关税的承诺，高峰表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
实。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由入世时的15.3%降至9.8%，实现了
对世贸组织所有成员的承诺，达到并超过了世贸组织对发展
中成员的要求。

“如果考虑到贸易结构的因素，中国实际的贸易加权平均税
率只有4.4%，已经非常接近发达成员，美国贸易加权的实际进口
关税税率是2.4%，欧盟是3%，澳大利亚是4%。”他说。

据介绍，除履行入世承诺以外，中方还根据《信息技术协
定》扩围谈判的结果，进一步降低了201项信息技术产品的进
口关税。

高峰说，为进一步开放市场，近年来中方还主动降低了
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将进
一步扩大开放，以更开放的姿态继续进一步降低进口商品的
总体税率水平。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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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沙钢集团胜诉美国337调查
记者29日从江苏沙钢集团获悉，在日前完胜美国337调

查的40家中国钢铁企业中，沙钢集团作为唯一参与应诉的民
营钢铁企业，在反垄断、反规避两个诉点中积极应对，为中国
钢企胜诉贡献了重要力量。

日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发布公告，决定终止碳
钢与合金钢337案反垄断指控调查。至此，历经三年，中国钢
铁企业在337调查案反垄断、窃取商业秘密、虚构原产地3个
诉点全部胜诉，成功保住了近28亿美元的钢铁出口市场。

在20多个月的应诉中，沙钢集团紧密联系各家共同应诉
单位，与代理律师一起认真仔细分析法律文件，搜集证据，参
与调解和质证，积极按法庭要求提交答辩和证据材料，在涉
及沙钢的两个诉点（反垄断、反规避）均取得了胜诉。

（新华社南京3月29日电）

▶相关链接

（上接第1版）
习近平强调，中纳要在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新起点上，加强高层交
往及各层级友好往来与合作，不断增
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要
抓好优先领域和重点项目，结合各自
优势，充分挖掘潜力，不断深化两国
互利共赢合作。中方欢迎纳方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同纳方共同
抓住机遇，加强政策沟通和规划对
接，推进重点领域合作。要加强人文
交流，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
础。中方愿同纳方加大野生动物保
护合作，对走私野生动物制品等违法

行为绝不姑息袒护。要加强在国际
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更好维护非洲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根哥布首先代表纳米比亚政府
和人民再次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国
家主席，祝贺中国在以习近平为核心
的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下取得经济社
会发展巨大成就，祝愿中国早日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根哥布表示，很高
兴来到中国这一非洲最好朋友的国
度访问。纳中友谊源远流长，纳米比
亚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提升两国关
系水平，加强同中国在基础设施、可
持续发展、人力资源、技术、减贫、人

文等领域交流合作，落实好重大合作
项目，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从来没有
殖民过非洲、从来没有掠夺过非洲，
一直平等对待非洲中小国家。中国
历史上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今天继
续帮助我们的发展。中国才是非洲
的真诚伙伴和朋友。非洲人民反对
那些无端指责中国的不实之辞。纳
米比亚积极支持中非合作论坛框架
下合作，支持加强中非在国际事务中
协调配合。

习近平指出，中非是休戚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
体，中非关系是南南合作的典范。在
中国还不富裕的年代，毛泽东主席等

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就表示我们克服
困难也要支持非洲。今天，中国发展
起来了，我们无论是在情义上还是实
力上都应更多地帮助非洲。中方将
继续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对
非政策理念，把中国发展同助力非洲
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特别是让非洲各国通过中
非合作增强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
相信中非将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中非关系发展
注入新动力。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
基础设施、融资、检验检疫等领域双边
合作文件的签署。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

建立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