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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加强对韩出口管制所引发的风波继续延宕

韩国找美国劝架，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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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市南屏力康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粤

（地/国）税字440401L72967766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马晓鹏遗失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前岛环路89号
帝景湾山庄二期3栋1401房购房发票的发票联和办证联
共4份，发票代码4400153350，分别为号码17581704，
金额999999.00元；号码17581705，金额999999.00元；

号码17581706，金额999999.00元；号码17581707，金
额341175.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紫苑药店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凤颜不慎遗失珠海市斗门区市场经营有限公司租

赁押金单，单号063372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申和天成建筑物拆除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400000263755，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证号4404020020255，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证号440402566676480，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50007155701,编号581002460159，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北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易鼎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94R64T，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莲洲镇福寿药房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404036003873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丽仁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4400191130，号码
22454557，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金湾区黄氏单车修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UM5W68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400000265853，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御峰轩装饰材料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4026003036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遗失广东
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2 份，票号:
AY68552402、AY896265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湾3665船主李有根，遗失广东省港澳流动渔船安

全检查证明书，号码440400A19C056，李有根船员证，证
书编号E93094(5)2，李平得船员证，证书编号K79313(4)
X，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个人证件：100元/证
（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遗 失 声 明

因家和城DE区项目需进行项目清算，我司现对相关合同按以下方式进行清理：一、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有效期
且有效期已过的，我司自行办理合同终止，并按已付款金额自行结算；二、合同中无明确约定有效期但合作单位一直
未前来联系办理结算等手续的，我司将按已付金额自行结算。

具体合同名称、编号、合作单位公示如下：

如有疑问或异议，须在此声明刊登后7天内与我司联系。否则视为合同相对人同意我司结算方式及结算结果。
联 系 人：邝小姐
联系电话：0756-2632110

广东家和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市珠粤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1日

声 明

合同名称
样板房装饰装修设计

高层G2、H2栋样板装修设计

规划设计

景观设计

酒店开发咨询

白藤湖项目（商业部分）咨询
合同
地下室人防设计优化
DE区及F区商业1、2雨水利
用方案设计
DE区F区智能化系统设计
DE区F区中央新风、吸尘系
统设计
珠海市斗门白藤湖项目策划
顾问合同
湖畔新城DE区及F区商业1、
2景观施工图设计
家和城项目A2栋洋房批量精
装设计
湖畔新城别墅B4栋SE8.3户
型室内装修设计

合作单位
北京兰中堂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松下电工盛一装饰有限公司

易道环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易道环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SG&R Singapore Pte Ltd

上海在行置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珠海市人防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艾奕康环境规划设计（上海）有点公
司广州分公司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朗思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博洛尼（杭州）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北士设计事务所

合同编号
2010-珠粤设计-斗门-（设计）-43
湖-2010-珠粤-设计(高层样板
房)-59
2009-珠粤电力-斗门-工程(规
划)-28
2009-珠粤电力-斗门-工程(景
观)-29、29（补1）、29（补2）
2007-电力房产-斗门-销售(策
划)-013
2008-电力房产-斗门-销售（策
划）-10
2009-电力房产-斗门-工程-22
湖-2010-珠粤-设计（雨水利用）-
70
湖-2010-珠粤-设计（智能化）-72

湖-2010-珠粤-设计（新风）-74

CRD-2007-23

湖-2010-珠粤-设计（景观施工
图）-58
家-2011-珠粤-设计（洋房精装）-
188
家-2013-珠粤-设计（装修设计
B4）-353

备注
有效期已过

有效期已过

有效期已过

有效期已过

有效期已过

有效期已过

有效期已过

有效期已过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日本
加强对韩出口管制所引发的风波继
续延宕。韩国总统文在寅10日称之
为“史无前例的危机”。韩国外长康
京和10日晚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
电话，韩国多名高官也接连访美。

韩国劝日本别“走向死胡同”

文在寅10日急召30家企业高
管开会，表示韩方准备面对一切可
能情形，包括韩日纠纷旷日持久的
可能性，并敦促日本方面“不要执迷
不悟地走向死胡同”。

他说，日本此举乃是出于政治
目的，意图打击韩国经济，这不仅
损害韩日友好关系、破坏韩日安全
合作，对两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也都
没好处。

据韩联社11日援引韩国外交
部的消息，韩国外长康京和10日晚
与蓬佩奥通电话，对日本出口管制
措施表达忧虑，而蓬佩奥对此表示
理解。两人商定继续加强韩美、韩

美日之间各层级外交沟通。
康京和说，日本此举不仅损害韩

企利益，还会扰乱全球供应链，也给美
国企业乃至世界贸易秩序造成负面影
响，不利于韩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
韩美日三国合作，希望日方撤销限制
出口措施以免事态恶化。

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
室、外交部、通商交涉本部等部门高级
官员正接连访美或准备访美。

就韩方要求日本撤销出口限制一
事，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9日在记者
会上说，日本在实施必要的出口管控，

“这不是需要协商的事情，所以不存在
撤回的问题”。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
8日已正式提请世贸组织将日方管制
举措列为世贸组织货物贸易理事会会
议的议题。

韩国急召企业高管磋商

韩国总统文在寅10日急召30家
财阀企业的高级主管，商议如何应对
日本出口管制。文在寅以“史无前例
的危机”描述当前局势，表示韩方准备
面对一切可能情形，敦促日本方面不

要继续走向“死胡同”。
文在寅10日在总统府青瓦台

召集30家财阀企业的高管开会，紧
急磋商如何应对日本针对韩国的出
口管制，防止韩国经济遭受重创。

韩联社报道，三星、现代、SK、
LG、乐天、韩华、韩进等财阀集团派
出高管与会，如SK集团会长崔泰源、
LG会长具光谟；韩国贸易协会会长
金荣柱、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孙京
植等经济团体领袖同样与会。

受到日本出口限制的材料主
要是氟聚酰亚胺、抗蚀剂和高纯度
氟化氢，用于智能手机、芯片等制
造产业。

文在寅在会上说，政府一方面
支持本国企业拓展进口渠道，另一
方面希望本国企业具备生产关键工
业原料的能力。长远看，韩国企业
必需减少对重要技术、原料和设备
的进口依赖。

一些财阀集团的代表主张韩国
加强与俄罗斯、德国等国合作，减少
对日本进口的依赖。另一些人提
议，韩国可以借助某些“激进”并购
方案，助推企业研发，提升半导体产

业重要原材料的国产化程度。
青瓦台政策室室长金尚祖10

日晚些时候召集中小企业代表开
会，商议对日本出口管制的应对措
施。按照他的说法，不仅大企业集
团需要加强研发和生产，中小企业
同样应该发挥作用。

背景链接
日本政府 1 日宣布，将对出口

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原材料加强审查
与管控，并将韩国排除在贸易“白色
清单”外。

据韩国媒体报道，这是韩日邦
交1965年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首
次对韩国施加“经济制裁”。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此次限制
对韩出口的主要是高纯度氟化氢、抗
蚀剂和氟聚酰亚胺，它们是智能手
机、芯片等产业的重要原材料，韩国
企业对这三类日本进口材料的依赖
度分别达43.9%、91.9%和93.7%。

韩方多次强调，日方此举是对
韩国裁决二战劳工赔偿案的报复。
日方否认报复之说。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1日表示，中国
不会打压任何外资企业，不会歧视
任何外资企业，会坚决保护外资企
业的合法权益。

近期有报道称，部分在华外资企
业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可能遭受的待
遇表示担忧。高峰在当日召开的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注意到相关
报道，一段时期以来，由于美方单方
面挑起贸易摩擦，部分在华外资企业
的投资经营信心受到影响，也有一些
外资企业担心受到报复性打压。

高峰表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
重视利用外资工作。今年以来，中
国相继出台了一些支持外资企业在
中国发展的举措。比如，颁布了外
商投资法，正在积极制定相关配套
法规；缩减了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
开放领域；发布了鼓励外商投资产

业目录，促进外资在现代农业、先进
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
务业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向全国
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第五批18项
改革试点经验，持续优化外商投资
环境；出台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创新提升意见，进一步发挥引
资平台作用。

高峰表示，商务部还在不同层
面召开了座谈会，认真听取外资企
业有关意见，积极采纳合理化建议，
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实际困难。“这
些都充分表明，中国政府支持外资
企业在华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

高峰表示，中国政府仍将进一
步推动市场开放，推动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加大外商投资权益保护力
度，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
期的投资环境，为外资企业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使中国始终成为最有
竞争力的外商投资热土。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中方不会打压歧视外资企业
将坚决保护外企合法权益

新华社广州7月11日电 广州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11日通
报称，从7月起，广州全面启动整
体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
作。其中，明年底前广州中心七个
城区小区将逐步实现撤出楼道垃
圾桶。

根据工作部署，广州要配齐分
类收集容器。用2个月时间，全市
每个小区必须按照每200户配置一

组“四分类”收集容器，并标明投放
点。其中，600个样板小区要因地
制宜，尽可能配置智能分类收集容
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
区、白云区、黄埔区、番禺区等中心
区域小区逐步推进楼道撤桶，实现
定时定点垃圾分类投放模式，到
2020年12月底前全部撤桶。其他
区域实施定时定点和定时不定点垃
圾分类投放模式。

广州全面启动整体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中心城区小区楼道垃圾桶将全撤

新华社杭州7月11日电 浙江
首个提供“先离场、后付费”便捷泊
车的城市大脑停车系统近日在杭州
上线。目前，这个系统已覆盖杭州
所有区县市，接入26万余个泊位，
实现“一次绑定、全城通停”。

杭州市民可通过市民卡、支付
宝等30余种途径，开通便捷泊车服
务，绑定后，就可在全市范围开放性
的停车区域享受“先离场、后付费”
体验，即“一次绑定全城通停”，避免

了现在遇到的“多个停车区域、多个
系统、多次注册”的困扰。

据了解，目前停车场库的所有数
据实现了与政府各部门的共享共通：
与交警共享，可让动态交通做出及时
合理的调整；与建委等部门共享，促
进停车场库建设合理布局；与城管部
门共享，进一步优化城市管理。

今后城市大脑停车系统还将实
现停车诱导、反向寻车、车位预约、
共享泊位等特色停车应用场景。

先离场后付费 一次绑定 全城通停

杭州上线“城市大脑”停车系统

新华社华盛顿7月10日电 美
联储主席鲍威尔10日出席美国众
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
示，由于贸易局势紧张和全球经济
增长放缓，美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
不确定性，美联储将采取必要行动
支持经济持续增长。

鲍威尔在作证词陈述时表示，
2019年上半年美国经济表现良好，
但自6月份货币政策会议以来，围
绕贸易紧张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对
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似乎继续
给美国经济前景带来压力。

鲍威尔预计未来美国经济仍
将稳健增长，劳动力市场持续强
劲。但受企业投资显著放缓影响，
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或较第一季度有所放缓，通胀率低
于美联储目标的状况也可能较目
前预期更为持久。美联储将密切
关注事态发展，并采取适当行动维
持经济扩张。

当被问及6月份就业数据强劲
是否改变美联储对经济前景的预期
时，鲍威尔表示，虽然这是一个好消
息，但不足以扭转整体看法。他还
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目前美国
劳动力市场过热，由于薪资上涨后
劲乏力，通胀水平仍然过低。

此外，当天公布的6月份美联储
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许多与会美
联储官员认为，如果经济下行风险持
续且对经济前景构成压力，短期内有
必要出台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部分官员认为，从风险管理角
度看，近期降息是有必要的，有助于
缓冲未来经济可能遭受的不利冲
击。但也有部分官员认为，尽管近
期风险有所上升，但经济前景还未
恶化到需要采取更宽松货币政策的
程度，目前降息理由尚不充分。

上图：7月10日，在华盛顿，美联
储主席鲍威尔（右）出席美国众议院
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 新华社发

蛋糕想做大 要加面粉 更要灌水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将采取必要行动支持经济扩张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日说，
美方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
条款，对法国方面拟议征收数字服
务税发起调查。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
泽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法国参议
院11日有望通过数字服务税法案，
美方“非常忧虑”，因为这项税收“不
公平地针对美国企业”。

莱特希泽说，美国数字技术企
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数字税法案
框架和法方官员声明显示，这一税
项针对“特定美国技术企业”。

他说，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

下令调查法方数字税对美方的影响，
“判定是否带有歧视性、是否不合理、
是否对美国贸易构成负担或限制”。

法国国民议会、即议会下院上周
通过数字税法案，11日交由参议院表
决。依据这一法案，法方将对全球数
字业务年营业收入高于7.5亿欧元和
在法国年营业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
的企业征收3%数字税。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
梅尔3月说，数字税2019年岁入预计
4亿欧元，2022年达到6.5亿欧元。

多家媒体报道，如果法方开征数
字税，美国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公

司以及苹果公司、脸书公司和亚马
逊公司等大型企业将缴税。

路透社报道，美方“301调查”
最长持续一年，后续可能导致美方
对法方加征关税或采取其他贸易限
制措施。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先
前说，法方拟征收的数字税针对大约
30家企业，不仅包括美国企业，还有
德国、西班牙、英国等国企业，乃至一
些由外国企业收购的法国企业。

除了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
利、新西兰等国同样考虑征收数字
服务税。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对法国拟征数字税发起“301调查”

日本电气公司10日说，将在
2019年下半期针对年轻研究人员
推出不设薪酬上限的制度。

共同社报道，这一制度将依据
研究成果决定薪酬，进入企业第一
年年收入可能超过1000万日元（约
合64万元人民币）。

《日经亚洲评论》杂志报道，这
一新薪酬制度拟10月起执行，符合
资格的人才可能加薪，与年龄无关；
日本电气已设立人事制度，允许研
究人才迅速升职至管理层，年薪上
不封顶。日本电气社长新野隆告诉
共同社等媒体：“将采用全球通用的
报酬体系。”

共同社报道，人工智能等领域
的研究人员争夺战愈演愈烈，日本
电气旨在确保吸引优秀人才。新野
说：“为参与国际竞争，必须改变人
事制度。”

新野认为，日本电气擅长的人
脸识别等生物认证技术“在国内外
有非常大的潜力”，考虑将它作为增
长领域的一大支柱作“重点培养”。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将采用
日本电气的人脸识别技术。

《日经亚洲评论》认为，日本电
气公司推出新薪酬制度，旨在与美
国谷歌公司和脸书公司等企业争夺
顶尖研发和工程人才。报道说，僵
化、论资排辈的体制正妨碍日本企
业在全球范围内吸纳人才。

报道说，在脸书，除首席执行官
以外的员工年薪中值去年接近22.9
万美元（157万元人民币）。在脸书
所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一些
员工的薪酬超过4000万日元（254
万元人民币）。

日本企业的年薪金额虽然开始
追赶，但步伐略显缓慢。索尼公司
2019年推出新制度，对在人工智能
等前沿领域有高技能的新员工最多
提薪大约2成。 （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电气公司:

年轻人才薪酬
将不设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