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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公司遗失 2017 年 2 月 8 日由福建省

福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电子营业执
照，序列号：10015100600762。声明作废。

福鼎市牛仆餐饮有限公司
2019年6月7日

本店遗失 2007 年 6 月 14 日由宁德市东侨
经济开发区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副
本，税号：352201197603161657。声明作废。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柏高地板店
2019年6月7日

叶秋浩、李雪莺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自开），发票代码：235001492040，发
票号码：00224568。特此声明。

挂失人：叶秋浩 李雪莺
2019年6月7日

本人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自开）,发票代码：3500163350,
发票号码：03902197。特此声明。

声明人：郭净宇
2019年6月7日

本公司遗失福建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3500163320，发票号
码：27837808。声明作废。

福建省安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6月7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
号 ：35222919431230101844。
声明作废。

挂失人：叶渊春
2019年6月7日

本人遗失体育高级教练员职务任
职资格证书，证书号：闽人 2010 年 223。
声明作废。

挂失人：游光华
2019年6月7日

本人遗失就业失业证，
证 号 ：3509810014000289。
声明作废。

挂失人：高团英
2019年6月7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
号:35222619501010052323。
声明作废。

挂失人：翁木姿
2019年6月7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
号:35222619530709631814。
声明作废。

挂失人：卢振龙
2019年6月7日

本人遗失残疾人证，证
号 ：35222919490628001544。
声明作废。

挂失人：叶奶清
2019年6月7日

本公司遗失由福安市农村信用社核
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
G1035098100161060G。声明作废。

福安市春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6月7日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对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动贸易战，对世界
经济发展而言是不利因素，因为中美贸易
战无疑会让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白俄罗
斯经济学家科瓦廖夫日前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

科瓦廖夫说，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对世界经济发展影
响巨大。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对其
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产生消极影
响。由于美国政府不断升级贸易摩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调低了世界经济
增长预期。

科瓦廖夫表示，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
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希望以此在贸易谈判
中向中国施压，但这将最终损害美国民众
利益。他说：“美方没有考虑到，对中国输
美产品加征的关税，最终由美国消费者买
单。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有助于提高
美国居民的生活品质。”

这位经济学家指出，美国挑起对华贸
易摩擦，从长远来看是行不通的。他说：

“美国需要通过公平竞争方式向中国出口
更多优质产品，而非通过贸易战来实现两
国贸易平衡。”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快速发展
的中国则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科瓦廖
夫说：“中国的态度更加符合世界贸易组
织规则。”

在他看来，中国崛起对世界其他国家
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促进作用。他说，中国
越是快速崛起，中国民众就会更快富裕起
来，对外国优质产品的需求就越高，这将

进一步推动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
国扩大对华优质产品出口。

科瓦廖夫说，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
压是前所未有的。不过，尽管这些打压
可能给企业造成短期麻烦，但长期来看
美国无法阻止中国企业战略性发展。科
瓦廖夫相信，中国企业通过创新，可以开
发出新技术，应对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
影响。

□ 新华社记者 魏忠杰 李佳
（新华社明斯克6月6日电）

近日，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骤然紧张，
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突然宣布，将从6
月10日起对所有墨西哥输美商品加征5%
关税，以迫使墨西哥解决经美墨边境入境
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并威胁说如果问题
得不到改善，关税将逐步提高到25%。

墨西哥是美国的近邻，也是美国重
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美国政府此次对友
邻挥舞关税大棒，旨在以关税为工具向
墨西哥施压，解决与两国经贸关系无关
的社会问题。这一做法粗暴蛮横，凸显
美国唯我独尊、恃强凌弱的霸凌本色。

美国边境出现非法移民潮，成因复
杂。相当一部分非法移民来自一些中美洲
国家，他们为逃避贫穷和暴力才涌向美
国。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哪一
个国家凭一己之力就能够解决，只有加强
国家间对话和沟通，才能找到解决之道。

长远来看，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共同推动
中美洲国家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改善社会治安，使得人们不需移、不想移。

如今，美国政府以推诿和胁迫代替
对话和沟通，并取消对中美洲部分国家
的援助，种种自私之举对解决问题毫无
裨益。在墨西哥驻美大使玛尔塔·巴尔
塞纳看来，这样的做法不但不会减弱非
法移民潮，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墨西哥《金融家报》专栏作家莱昂纳
多一针见血地指出，特朗普把关税和移
民这两个几乎不相关的议题联系在一
起，其背后用心是谋求竞选连任。特朗
普有关移民问题的论调让他在第一次总
统选举中获益，此次欲“故伎重演”。

美国的关税大棒不仅伤害近邻，还直
接损害美国企业和民众的利益，这种做法
在美国国内也不得人心。近日，从美国汽

车政策委员会到美国猪肉生产者协会，再
到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
会，一致抗议美国政府对墨西哥商品加征
关税。美国商会甚至表示，正在考虑利用
法律抵制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政策。

美国是一个将“信用”常挂在嘴边的国
家，它对墨西哥的霸凌行为却令人怀疑美国
政府到底信用几何。特朗普此次宣布对墨
加征关税，距去年11月美、墨及加拿大三国
正式签署美墨加协定才约半年。为强迫墨
加两国达成这一所谓更符合美国利益的自
由贸易协定，美国曾一度高举关税大棒。

然而，协定达成后短短几个月，各自
的立法机构还没来得及批准这一协定，
美国的关税大棒就再次举起，这无异于
向墨西哥乃至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那
就是，没有什么协定是最终算数的。如
此局面令任何一个与美国谈判的国家心

中存疑：美国说话究竟算不算数？彼此
间的协议又能有几分效力？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日前就指出，谈
判对手刚离开谈判桌，变化无常的美国就
能无视已经达成的协议。打算与美国谈
判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欧盟不得不提出
一个问题：这个努力值得吗？美国芝加哥
全球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菲尔·利维也
质疑美国政府：“如果不遵守贸易协议，那
么达成新的贸易承诺还有什么意义？”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政府霸凌
成癖、粗暴蛮横的作风无益于解决问题，
不仅损害他国的利益，还要赔上美国人民
的福祉和美国的国家信誉。打着“美国优
先”的旗号，处处想占尽好处、损人利己，
如此行径，不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

□ 新华社记者 崔元磊
（新华社墨西哥城6月6日电）

（上接第1版）
习近平强调，经过 70 年风云变幻考

验，中俄关系愈加成熟、稳定、坚韧。我和
普京总统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启中俄关系更高水
平、更大发展的新时代。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的中俄关系，要
始终以互信为基石，筑牢彼此战略依托，
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
持力度，牢牢把握中俄关系向前发展的
战略方向。要着力深化利益交融，拉紧
共同利益纽带，继续开展共建“一带一
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构建中俄互利
合作新格局。要大力促进民心相通，夯
实世代友好的民意基础，鼓励两国社会
各界、各地方加强交流互鉴，共同传递中
俄世代友好的接力棒。要更加担当有
为，携手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同国际社会
一道，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世界多极化
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建设更加繁荣
稳定、公平公正的世界，携手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70 年的历史经验充分
表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俄都是
搬不走的好邻居、拆不散的真伙伴。让我
们以庆祝建交 70 周年为新起点，携手努
力，并肩前行，共同开创新时代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未来！

全场对中俄两国元首的讲话报以热
烈的掌声。

随后，习近平和普京共同观看“乐动
中俄”人文交流主题活动短视频，并欣赏
由中俄两国艺术家联袂呈现的文艺演出。

演出在俄罗斯民歌《沿着宽阔的街
道》中拉开序幕。《庆祝序曲》以丰富的中
国民族管弦乐展现了喜瑞祥和的节日场
面。中俄艺术家合奏中国乐曲《茉莉花》
和俄罗斯乐曲《红莓花儿开》表达出对两
国传统友谊的赞美。《来自东方的祝福》构
成一幅意境深远的音乐画面。演出在俄
罗斯民族乐曲《卡林卡》中落下帷幕。

中俄各界人士约1600人出席。
纪念大会前，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中俄

建交70周年图片展。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上述活动。

6 月 5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右）在美国华盛顿出席活动时
发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5日呼吁二十国集团加强合作消除经济增长
障碍，缓解贸易紧张局势，共同促进全球经济更强劲、更持久和更包容的增长。

新华社 发（沈霆 摄）

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会抑制世界经济增长
——访白俄罗斯经济学家科瓦廖夫

美关税大棒砸向近邻凸显霸凌本色

新华社柏林6月6日电（记者 田颖）据德新社6
日报道，震惊德国的护士谋杀患者案 6 日在德国奥
尔登堡法院宣判，德国男护士尼尔斯·赫格尔因谋杀
85名患者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在服刑15年后提
前释放。

这一案件被认为是德国战后最严重的谋杀案
件。德国法律规定，判处终身监禁的服刑人员通
常可以在服刑 15 年后申请假释，但如果法官判定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则可以无限推迟假释。法院
6 日宣判时认定此案情节极其严重，“突破了所有
底线”。

赫格尔被指控谋杀 100 名受害者，但其中 15 起
案件未判定他有罪。2015 年，赫格尔就因向 2 名病
人蓄意注射药物致其死亡被判处终身监禁。但随后
持续的调查和尸检发现更多受害者。

赫格尔曾在德国下萨克森州代尔门霍斯特和奥
尔登堡的医院重症监护室工作。他于 2000 年至
2005年间给重症患者注射高剂量药物，导致病人心
脏衰竭而死。据报道，赫格尔作案动机在于制造重
症护理紧急情况，以此显示自己从濒死状态挽救病
人的能力。

德新社援引一名精神科专家的话报道说，赫格
尔具有人格障碍，缺乏羞耻心、罪恶感、悔罪感和同
情心，但未到精神疾病的程度。

据当地媒体此前报道，被告2005年夏天给病人注
射过量药物时被一名女同事发现，此案才浮出水面。

德 国 男 护 士 因 杀 害
85名患者被判终身监禁

据新华社哈瓦那6月5日电（记者 朱婉君）古
巴政府 5 日晚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 4 日宣布的
收紧赴古旅游措施，并表示古巴不惧怕美国加强
对古封锁，将继续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
建设。

声明说，美国的新措施将进一步收紧已经十分
严格的美国公民赴古旅游限制，企图阻止美国民众
了解古巴的现实。美国此举“无视大多数美国人的
观点”。2018年，65万美国公民赴古旅游，此外还有
约 50 万古巴裔美国人返古探亲，这说明“美国人有
兴趣了解古巴”。

声明指出，古巴不会被吓倒，也不会从当前国家
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迫任务上分心，将紧
密团结面对“最具挑战的逆境”。

美国国务院4日称，美方将从5日起禁止人员以
“团体人文教育”旅行类别前往古巴。此外，美方将
不再允许人员通过搭乘客船、旅游观光船以及私人
或企业飞机前往古巴。

古巴表示

不惧怕美国加强对古封锁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5日电 美国卫生当局5日
宣布，美国今年已报告超过1000例麻疹病例。美国
卫生官员指出，有迹象显示，麻疹疫苗接种率不足的
社区零星散布于全美各地，建议家长们带孩子接种
疫苗以应对麻疹疫情。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截至
6 月 5 日，全美麻疹病例总数已达到 1001 例，这是
1993 年以来美国麻疹病例数首度突破 1000。美国
上一次大规模麻疹疫情出现在1992年，当年累计病
例数达2237例。

美国麻疹病例数已超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