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柏林 ! 月 " 日电 !记者任
珂 郑扬"德国总理默克尔 ! 日为联盟党

内部就难民政策达成的妥协进行解释时

说!难民问题关系到欧盟的未来!呼吁欧

盟和其他国家共同解决这一难题"

默克尔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讲

话说!德国并不是要寻求一个单方面#不

可协调# 以危害第三方利益为代价的难

民问题解决方案! 而是寻求一个整体和

相互合作的解决方案"

默克尔说! 如果不解决二次移民问

题!$申根协定% 规定的人员自由流动原

则将被破坏"难民政策既需要国内行动!

也需要欧盟内部紧密合作"

!泰国少年受困洞穴后续报道

泰国海军 &海豹突击队'! 日发布多

段视频!显现少年足球队员们身处一个洞

穴!面露笑容#精神状态良好!轮流自我介

绍之余!不时与救援人员开玩笑((

泰国政府官员当天晚些时候说!"#

名小球员和一名教练可能不会同一时间

脱险! 而将根据健康状况分批离开这处

大型洞穴"

最新视频显示! 一些小队员披着保

温毯!一些穿着运动服!脸部消瘦!看似

精神状态良好" 面对镜头! 一些人打出

&$'型手势说&我很健康'!一些人说&谢

谢'!感谢所有营救和关注他们的人"

&海豹突击队'说!小队员们现在有

% 名突击队员#包括医护人员陪伴!多数

人身体状况稳定! 喝下突击队员带去的

高蛋白饮料"

监督这场救援的清莱府府尹那荣

萨)奥斯塔那功说! 鉴于健康状态不同!

受困人员可能不会同一时间脱险! 而将

分批离开洞穴"他说!受困人员已练习使

用潜水面具!可能没有实际练习潜水"

救援队正从洞中抽水! 但天气预报

显示!清莱府等地本周末将迎来强降雨!

恐怕会加大救援难度" 一些政府官员暗

示!如果雨势较大!他们将被迫作出让孩

子们以潜水或游泳方式出洞的决定"

除潜水和游泳外! 泰国政府部门同

时考虑其他选项! 包括寻找其他进入洞

穴的通道和加快抽水"

在一些洞穴救援专家看来! 最安全

的方案是让受困人员保持现状! 等待洪

水退去" 不过!泰国雨季一般持续至 &'

月左右"如果选择这一方案!受困人员可

能需要等待数月"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新华社华盛顿 ! 月 # 日电 !记者高攀" 特朗普政府宣

称将自 " 月 # 日起对约 $!% 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

征关税 " 从发起对华 &$%& 调查 '! 到抛出加征关税清

单 ! 再到即将启动的加征关税措施 ! 特朗普政府一意

孤行挑起对华经贸摩擦 ! 不仅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

评 ! 在美国国内也不得人心"

美国大豆协会的农民会员 $ 日纷纷在社交媒体推特和

脸书上发布各自农场的照片! 并贴上 &直面关税' 的标

签! 提醒美国政府他们将是中美经贸摩擦的受害者"

中国是美国大豆第一大出口市场 ! 对华出口占到

'%&" 年美国大豆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 美国大豆协会主

席海斯多费尔说* &我们必须维护好我们努力了几十年才

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市场" 我们需要继续同中国做生意! 而

不被这些关税措施所干扰"'

美国威斯康星州沃帕卡县斯堪的纳维亚村 () 岁的农

场主唐)卢茨告诉新华社记者* &&% 年之前! 我们种的每

* 排大豆就有一排出口到中国+ 而现在! 种的每 $ 排大豆

就有一排出口到中国" 失去中国市场将对我们是一个重大

打击"'

美国商会 " 月 ' 日发布分析报告说! 美国政府对进口

商品加征关税其实是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征税! 让他们为

日用品和原材料支付更多费用+ 而其他经济体对美国的

报复性关税将使美国出口商品价格更高# 销售减少! 最

终导致美国国内就业减少"

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警告说! 美国加征关税将招致更

多关税报复! 导致贸易战! 伤害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 他

敦促美国政府改变现行政策! 采取更明智# 更有效方式解

决与贸易伙伴的争端"

来自美国商界# 农业# 律所# 智库# 行业协会的多名

代表不久前在华盛顿出席听证会时表示! 单边对华产品加

征关税不仅无助于解决美中贸易问题! 反而会伤害美国企

业和消费者利益! 甚至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

系"

美国州农业部联合会执行主任内森)鲍恩在听证会上

表示! 该协会反对美国政府执行对华关税计划! 美国农产

品不能失去中国这个重要出口市场! 美中双边磋商与谈判

才是解决贸易问题的更有效方法"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副会长琳达)登普西在听证会上

说! 虽然关税举措将给一些企业提供短期保护! 但全国制

造商普遍对加征关税可能损害制造业就业深表担忧"

美国智库 + 街研究所贸易政策顾问克拉克)帕卡德在

听证会上说! 自上世纪 ,% 年代世贸组织成立后! 美国政

府已同意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贸易摩擦"

他指出! 美国政府绕开世贸组织对华加征关税将违反国际

贸易法! 并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

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支持者和参

与者! 很多出口产品都是在华外资企业所生产" 据分析!

美方公布的所谓 $*% 亿美元的征税产品清单中! 有约 '%%

多亿美元产品由在华外资企业生产! 其中美国企业占有相

当比例"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 如果美方启动征税! 实

际是对中国和各国企业! 包括美资企业的征税! 美方措施

本质上打击的是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简单来说! 美国是

在向全世界开火! 也是在向自己开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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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竞相征服!澳大利亚心脏"#却忽视了它在原住民心中的神圣地位

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乌鲁鲁巨岩

,又称艾尔斯岩- 海拔 ()* 米! 是世

界上最大的单体岩石! 被誉为世界上

最伟大的自然奇迹之一! 有 &澳大利

亚心脏' 之称" 长期以来! 这块红色

巨岩被当地原住民视为圣地! 然而很

多游客却抱着 &没攀爬过乌鲁鲁巨岩

就等于没来过澳大利亚' 的心态! 将

征服这块红色巨石视作自己澳洲之旅

中非做不可的一件事"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 月

* 日 ! 一名 %) 岁的日本游客在攀登

乌鲁鲁巨岩时晕倒! 在送抵附近城镇

的诊所后不幸身亡 ! 成为上世纪 +'

年代以来第 *% 个死于攀爬乌鲁鲁巨

岩的人"

不过未来! 这样的悲剧应该不会

再上演了"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澳

大利亚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的

&# 名董事会成员在去年 && 月一致投

票通过决定! 从 #'&, 年 &' 月 #) 日

起禁止攀登乌鲁鲁巨岩" 事实上! 禁

令出台的缘由并非攀登的危险性! 而

是因为当地原住民阿南古人将巨岩视

为圣地"

阿南古人坚信! 太初世界尚未成

型! 他们的祖先在这种虚空状态中诞

生!穿行于大地!并创造了所有生物"乌

鲁鲁巨石正是在那个&创造时代'形成

的!因而是这些伟大业绩的实物证据"

数十年来! 阿南古人一直在劝阻

游客不要攀登乌鲁鲁巨岩" 乌鲁鲁-

卡塔丘塔国家公园网站上就写道*&并

没有法律禁止攀爬! 但我们还是希望

游客尊重我们的规则和文化! 不要攀

登乌鲁鲁巨岩"'巨岩底部更是用 ) 种

语言写成告示劝阻游客不要攀爬!以

免冒犯当地原住民的传统习惯"

不过随着 &大限' 将至! 依然有

不少游客赶在 &最后一刻' 前往澳大利

亚攀爬乌鲁鲁巨岩" 来自昆士兰州的一

名游客就很有代表性! 她自称看到了告

示! 但 &不管怎么样也要爬! 因为这是

最后一次机会了'" 而对于巨石在当地

原住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她承认并未

考虑"

&游客看到的只是澳大利亚中部一

块又大又漂亮的石头! 但对于我们阿南

古人而言 ! 乌鲁鲁巨石意味着一切 "'

帕梅拉)泰勒女士是乌鲁鲁巨石历史文

化的传承人! 她能够讲述一些关于巨石

的古老故事! 她抱怨道* &游客就像蚂

蚁一样! 每天爬上爬下的" 他们的鞋子

在乌鲁鲁巨岩上刮擦! 留下一点点的脚

印 ! 从远处看 ! 就像巨石上挂上了绳

子"'

巨石的另一位文化传承人萨米)威

尔逊是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董事

会成员! 去年曾参与了禁止攀登乌鲁鲁

巨岩的投票" 他表示这些游客让自己颇

为苦恼* &有时我不断地说啊说! 直到

我筋疲力尽! 可有些人就是不听"'

阿南古人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四万多

年! 但直到 &,%, 年! 政府才承认他们

是这片土地上的传统居民 " 又过了六

年! 阿南古人又终于看到了澳大利亚政

府颁发的该地区永久产权契据 " &,(+

年 &' 月 #) 日! 当地原住民终于收回了

巨岩的管理权! 这也是为什么乌鲁鲁-

卡塔丘塔国家公园的董事会成员将禁止

攀岩的日期设置在这一天"

在英国殖民者侵入澳大利亚 #'' 多

年后的今天! 澳大利亚是英联邦中唯一

一个没有和最早的居民订立条约的国

家" 原住民的要求并不高! 阿南古人长

者艾利森)亨特表示* &澳大利亚政

府和人民应该尊重并承认! 我们才是

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批居民"' 作为澳

大利亚最早的居民! 去年有约 *'' 名

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群岛居民齐聚乌

鲁鲁巨岩要求获得相应的法律和政治

权利" 澳大利亚政府此后拒绝了在议

会设立代表原住民的实体的动议! 引

发了原住民头人们的批评"

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运营

和游客服务部经理史蒂夫)鲍德温表

示!在投票现场&人们流下了激动的泪

水'!流泪的不仅有阿南古人!也有在

澳大利亚居住了无数世代的其他原住

民!&每个人都感到如此宽慰'"在乌鲁

鲁巨石禁止攀登后! 阿南古人的长者

们希望游客可以花费更多时间和他们

交流!从而理解阿南古人的文化"

国际 公告

!本报记者 王卓一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闫子
敏"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 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回应中美是否仍就贸易问题保持

沟通时说!中方的立场!美方十分清楚"

陆慷说!当前挑起这场摩擦 #甚至

有可能导致摩擦升级为贸易战的一方!

并不是中国" &我们从一开始就表明了

立场! 并且这一立场到现在没有变化!

这一点大家非常清楚" '

他说!不只是中国 !包括美国国内

消费者#业界#所有其他经济体和全世

界各国人民在内 ! 没有人希望打贸易

战" 贸易战对任何国家都是不利的!损

害的只能是各国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利

益" &我们当然不希望贸易战打起来"但

是!任何国家的正当权益如果受到片面

伤害! 都有权利坚定捍卫自己的利益!

这是毋庸置疑的" '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于佳
欣" 美方计划于当地时间 "月 (日起对

中国 $*%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日表示!中方决不打

第一枪!但如果美方实施加征关税措施!

中方将被迫进行反制" 高峰在商务部当

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美方挑

起了这场贸易战!我们不愿打!但为了维

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必要时不得不打"

高峰表示!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全面

倒退" 我们相信!&得道多助 ! 失道寡

助'! 各国人民对中方的态度是理解和

支持的" 我们呼吁各国共同采取行动!

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维

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 月 &) 日!美国政府依据 $%& 调查

单方认定结果!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

)%% 亿美元商品加征 ').的进口关税!

其中对约 $*%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

加征关税措施将于 " 月 ( 日实施!对其

余约 &(% 亿美元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

将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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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吃亏论"当休矣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近日 # 美国政府多次对世界贸易

组织表示不满# 威胁要 !退群"# 宣称

美国在贸易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 #

美国吃亏了$ 值得注意的是 # 这种所

谓 !美国贸易吃亏论"# 正在成为美方

无端发动贸易战的由头 $ 一个当今世

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发达国家 # 竟堂而

皇之大讲自己在国际贸易中受到欺负%

吃了大亏# 这实在是令世人大跌眼镜

的咄咄怪事$

吃不吃亏 # 要看规则谁制定 $ 众

所周知# 美国主导创立了二战后国际

经济% 贸易% 金融体制 # 并在此后几

十年牢牢掌控国际经贸规则的创设权

和修订权$ 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

成立#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国际货币

体系的变革# 美国始终是国际经贸规

则的缔造者% 全球经济秩序的主导者#

占据引领地位 $ 一位 !裁判员 " 会制

定一套 !让自己吃亏 " 的比赛规则 #

不管是谁# 说破了天恐怕也难以让人

信服$ 在通过制定规则维护自身优势

方面# 美国可是一刻没闲着$ 近年来#

美国通过频繁调整 % 升级国际贸易和

投资规则# 维护核心竞争力 # 为自身

!量体裁衣"# 制定更符合美国利益的

国际经贸新规则 # 延续其 !先发优

势"# 确保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始终朝着

有利于美国的方向演进$

吃不吃亏 # 要看获利有多少 $ 规

则制定者往往是最大受益者 # 对此感

受有多深# 美国自己心知肚明 $ 美国

成为二战后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

并非偶然# 其在主导国际经贸规则构

建过程中# 恣意享受着经济全球化带

来的制度福利# 通过在全球配置资源#

不断提升% 巩固其经济霸主地位 # 进

而成为多边经贸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的

最大赢家$ 在经贸领域 # 美国是主要

贸易强国# 去年货物贸易额 !"#$ 万亿

美元# 服务贸易额 %"!% 万亿美元# 分

别居全球第二和第一位& 在金融领域#

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 &'(# 其特殊

地位使得美国能够通过发行美元 # 向

全世界收取 !铸币税"# 获得巨大经济

利益& 在能源领域# 美国 '))$ 年成为

全球最大天然气生产国# ')%! 年取代

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 $ 不仅

如此# 美国资本在全世界 !薅羊毛 "#

获得丰厚回报 & 美国廉价进口大量发

展中国家的优质商品# 提高民众福利&

美元被各国大量储备 # 为美国分担了

通胀风险 & 美国凭借全球领先技术 #

赚取超额垄断利润 & 美国企业占据价

值链高端和高附加值环节 # 坐享经济

全球化红利$ 一边端着全球化 !饭碗"

尽享美味# 一边大声嚷嚷多边贸易体

制对自己不公平 # !吃亏论 " 彻底暴

露了美国一味谋求利益最大化 % 在国

际交往中占了大便宜还嫌不够的贪相$

退一万步说 # 即便美国在国际经

贸中确有不爽之处# 那也要看看 !亏"

到底吃到了谁的身上 % 跟美国过不去

的到底是别国还是美国自己 $ 在一味

指责别国不遵守贸易规则的同时 # 美

国严重扭曲市场竞争% 阻碍公平贸易%

损害全球产业链的政策和行为比比皆

是# 也正是这些政策和行为破坏了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 在市场

竞争方面# 美国提供巨额补贴扶持产

业发展# 造成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甚至

垄断格局& 在对外采购方面 # 美国政

府设置大量歧视性条件 # 阻碍他国优

质产品向美国市场的自由流通 # 使他

国企业在美遭受不公平待遇 & 在贸易

壁垒方面# 美国这边强调对他国贸易

存在巨额逆差 # 那边又实施严格的出

口管制& 在投资审查方面 # 美国滥用

国家安全概念 # 收紧投资审查 # 阻碍

了要素自由流动# 损害了投资便利化&

在知识产权方面 # 美国是全球访问盗

版站点次数最多的国家 # 却长期无视

自身知识产权保护的漏洞$

联系到美国一段时间以来四面出

击% 大打贸易战的现实做法 # 明眼人

都看得出来#所谓的!吃亏论 "#远非打

打悲情牌%过过嘴瘾那么简单$ 美国!为

赋新词强说愁 " 背后是有大文章要做

的$ 说白了就是要制造所谓的理论依

据#为其贸易保护主义行径造势$

有诉求 # 想有所改变 # 这都无可

厚非$ 关键是要调整好心态 # 端正姿

态$ 自以为制造个 !吃亏论 " 就能让

子虚乌有的问题变成现实存在 # 或漫

天要价甚至强行出手就能让他国俯首

帖耳 # 实在是过于天真 $ 当今世界 #

国际贸易讲究的是公平 # 强买强卖行

不通了$ 国际贸易规则是现成的 # 多

边对话平台也一直存在 # 任性挥舞贸

易保护大棒# 搅得世界不安宁 # 美国

自己也难有好日子$

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

个孤立的小湖泊 % 小河流 # 是不可能

的# 也不符合历史潮流 $ 国际贸易总

要接着做下去 # 这一点美国比谁都清

楚$ !美国贸易吃亏论" 当休矣'

!载 ( 月 )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
京 ( 月 + 日电"

船上载有中国游客

两艘船 + 日在泰国普吉府海域翻

沉! 泰国媒体报道! 截至当地时间晚上

将近 , 时! %' 人获救"

$曼谷邮报%援引普吉岛官员和泰国

海军的消息报道! 一艘搭载潜水游客的

船当地时间下午 + 时 !+ 分在珊瑚岛附

近水域沉没!其中一些游客获救"另一起

事件中!一艘游艇在梅通岛水域倾覆"

报道说 ! 截至当地时间晚上 ( 时

!! 分! 两艘船上将近 &!' 人中! %' 人

获救! 其中一名获救者受重伤! 另有 ,

人轻伤"

中国驻宋卡总领馆说! 两艘船载有

中国游客! 泰方正全力搜救! 大部分游

客已获救"

同一天! 一对俄罗斯夫妇在普吉海

域驾驶摩托艇时一度失联" 他们稍后被

找到! 摩托艇沉没! 两人获救"

报道说! 事发海域当时风大浪高"

惠晓霜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担保人 债权合计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常信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大济仓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戴春华!饶婷婷!杜建发!徐颖!上海洪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闽特钢铁发展有限公司 杜建庄!翁灼妹!杜建发!徐颖!上海大济仓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洪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淞宇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大济仓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邱瑞明!林晶!杜建发!徐颖!上海洪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翌阳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大济仓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洪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杜建顺!杜建发!徐颖 !$,$!),&+&*$-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鹭翔仓储有限公司 上海大济仓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翁超!杜建发!徐颖!杜华珠!李毛毛!杜名清!张丽珍!杜建庄!翁灼妹!杜建珍 !%,!"+,($!*!.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堃方贸易有限公司 陈荣光!肖翠霞!林锦华!上海顺众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上海踏顶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岑玖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利法通经贸发展有限
公司!上海华际钢铁物资有限公司 .,$+$,$."*%-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华际钢铁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踏顶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岑玖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利法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堃方贸易有限公司!林树锦!王宝梅!王木生!
缪少燕!林锦华!上海顺众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利法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黄翠菊!彭建!林锦华!上海顺众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上海踏顶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岑玖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华际钢铁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堃方贸易有限公司 .,$$!,)..*!%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踏顶贸易有限公司 林丽华!黄锦峰!黄智峰!郑瑶!林锦华!上海顺众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岑玖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利法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华际钢铁物资有限公司!上海堃方贸易有限公司 !!,.%.,-$$*+!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岑玖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踏顶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利法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华际钢铁物资有限公司!上海堃方贸易有限公司!林锦华!上海顺众仓
储物流有限公司!郑瑶!黄智峰 ",-($,.$-*-(

!!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峰!陈黎芳!上海华冶钢铁加工有限公司 .),%(%,-&$*$$

根据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
试验区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年 %月 &日

公 告 清 单截至基准日&!"#$年 %月 !&日 单位&元

联系人!张鹏飞 联系电话!'(&%'$)""'* 住所地!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号 (!楼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