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1
日，肥西县上
派镇新华社区
小朋友在展示
“描绘心中的妈
妈”作品。

当日，安徽省
肥西县上派镇新华
社区举办“描绘心
中的妈妈”母亲节
主题活动。孩子
们用画笔表达对
母亲的爱和祝
福。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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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分类广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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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游 天天发团
春秋游、国内游、境外游、
会议考察等，欢迎来电咨询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假日万佳店：88992289

假日国旅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
中巴司机（B1证、上岗证、
本地户籍）、A1证大客车驾驶
员18959932923

招聘
保安1名。
电话13799585910

人才市场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石狮假日国旅

分类广告 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传播广 低投入 高效率

服务热线：88795808

旅游

房产超市 刊登地址:

石狮市学府路1188号石狮日报社

服务热线：88795808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
1-5次，50元/方块；
10次以上，45元/方块；

●套红加收25%

楼房出售
位于学府路新天地广
场邻学府路8间店面
出售，挑高8层，面积
3000平方米，手续齐
全。有意联系：
吴生：18959750397

综合
出租

香江路标准厂房2000平方米，另有金盛路
南洋国际边写字楼6层，每层260平方米。
以上水电客梯齐全，交通方便。 香江路中
国移动边沿街店面一间40平方米。
电话:13960219755

义源光伏诚聘
业务精英10名，要求全日
制高中以上文凭，热爱业
务岗位和新能源事业，积
极向上、勤劳肯干！
地址：石狮市永宁镇信义开发区C2
联系人：胡先生18006030026

寻人启事
王强，男，33岁，安徽蒙城人，身高178cm，体形偏瘦，戴眼镜，
患有精神分裂症。于2019年2月18日从江苏常州出走，
2019年5月6日在石狮市狮城国际广场附近有人捡到其手
机，监控也显示王强曾出现在狮城国际广场附近。家人已寻
找数月，极为着急，希望有看到王强的人，能够联系其姐姐王云，
定当重谢！联系电话：15161189575。

文字类：
标题每字4元
五次以内每字1.5元
五次以上每字1.2元
十次以上每字1元

版块类：
4.2cm×3cm每次100元
8.5cm×3cm每次200元
刊登3次送1次；
刊登5次送2次；
刊登10次送5次；
刊登20次送10次。

时事纵横

美方日前对2000亿美元中

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

调至25%。针对美国这一单边主

义行为，各方普遍认为加征关税

无助于解决问题，不仅有损美中

两国经济，更会给世界经济带来

负面影响。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信

息技术产业协会、化学委员会、大

豆协会等众多行业协会近日纷纷

发表声明，反对美国进一步调高

中国输美商品关税。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高级

副会长戴维�弗伦奇说，美国政府

突然宣布上调关税将严重扰乱美

国企业经营，尤其是那些因资源

有限而难以缓解关税压力的小企

业。

弗伦奇强调：“关税是美国企

业和消费者缴纳的税款，并不是

中国缴纳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美

国去年对钢铝产品和中国商品加

征关税，导致去年美国消费价格

指数上升了0.3个百分点。

法新社援引世界贸易咨询公

司的研究报道说，将加征关税税

率提高到25%会导致美国一家四

口每年开支平均增加767美元，

并威胁到近100万个就业机会。

鉴于中国是美国大豆重要的

消费市场，美国豆农也对美国政

府的最新关税举措感到失望。美

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吉

姆�萨特说，这些关税，以及由于
未能达成协议取消中方对美国产

品征收的反制性关税，直接影响

到美国农民，“他们已经在市场不

确定性中挣扎一年了”。

不光是豆农，其他普通消费

品行业也将受到关税冲击。美

国布鲁克林自行车公司创始人

瑞安�扎格塔表示，10%的关税
增幅已经让业界苦不堪言，25%

的关税增幅将对市场产生难以

估量的影响，将完全改变行业游

戏规则。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研究员

克丽斯廷�齐切克表示，对从中
国进口的汽车零配件加征关税，

将使在美国生产的每辆汽车成

本平均增加约190美元，而绝大

部分增加的成本将由消费者埋

单。同时，汽车厂商因成本上升

而上调售价，其销量也将受到影

响。

事实上，美国升级关税举措

不仅将损害美中两国经济，还将

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德国机械

设备制造业联合会外贸事务负责

人乌尔里希�阿克曼说，中国的贸
易伙伴同样会感到不安，欧洲机

械设备制造业也将受到美国关税

升级的冲击。

澳大利亚9号电视台在10日

的报道中也说：“从历史经验来

看，贸易战没有真正的赢家。”报

道说，美国的这种做法如引发贸

易战，会对世界经济造成灾难性

的影响。 （新华）

社会广角

新华社巴黎5月10日电 法国国民议会10日

开始审议巴黎圣母院重建法案，旨在为重建巴黎

圣母院提供法律保障。

今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突发火灾，圣母院

的屋顶和塔尖被烧毁，但主体建筑得以保存。法

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希望5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

法国文化部长弗兰克�里斯特10日在会议上
表示，重建工程不会仓促上马，必须遵守修复文化

遗产的有关法律法规，以使巴黎圣母院“重现辉

煌”。

目前，各界承诺为重建巴黎圣母院捐款的金

额已近10亿欧元。据了解，该法案为捐款的使用

确立法律框架，以保证资金使用公开透明。法案

规定，相关款项将用于“修复和保护巴黎圣母院”

以及“资助修复和保护工作所需特定技能人员的

培训”。

此外，该法案还计划设立监管巴黎圣母院重

建工作的公共机构。

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式建筑，位于巴黎市中心

塞纳河畔，始建于1163年，于1345年完工。

法国国民议会审议
巴黎圣母院重建法案

记者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都兰县野生动物保护管
理办公室获悉，5月9日20时许，
该办公室工作人员与都兰县森林
公安局干警在境内红水川地区联
合巡护途中发现计数达6匹的豺
群，这一现象实属罕见。

豺，犬科，豺属，是我国二级
保护动物，栖息地多为山地或高
原，一般都是群居，捕食行为相对
其他犬科动物较为特殊，常以围
攻的方式集体猎食。公开资料显
示，豺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入《华盛顿
公约》I级保护动物。

都兰县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办
公室主任石永红表示，豺在欧亚
大陆广泛分布，但物种种群数量
较少，区域密度极低，在野外极难
被发现，人员直接目击更是罕见，
这导致该物种在国内的分布及种
群状况模糊，相关研究非常有
限。 （新华）

世界濒危动物豺现身
柴达木盆地南缘地区

新华社加拉加斯5月10日电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10日在电视

讲话中表示，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克

里斯托弗�菲格拉是4月30日未遂
政变主要策划者之一，是国家的

“叛徒”。

马杜罗说：“菲格拉是一个

叛徒，一个懦夫……他策划了政

变、命令士兵前往政变现场，但

他却没有出现并在第一时间逃

跑。”

马杜罗表示，菲格拉目前仍然

在逃，但他迟早将受到法律的制

裁。他还说，根据调查，菲格拉从

一年前起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买

通，成为潜伏在委政府内的“叛

徒”。

美国副总统彭斯本月7日宣

布取消对菲格拉的个人经济制裁，

作为对他支持反对派军事政变的

“奖赏”，并希望更多委内瑞拉军人

加入瓜伊多阵营。

加拉加斯一所法院10日做出

裁决，认为此前因参与未遂军事

政变被捕的委议会第一副主席、

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副主席桑布

拉诺涉嫌“叛国、篡权、煽动叛乱、

串谋犯罪”，他将被转移到军事监

狱囚禁。随后，美国财政部宣布

继续扩大对委制裁。根据美财政

部声明，任何与委国防和安全部

门合作的公司都将受到美国制

裁，两家运输委内瑞拉原油至古

巴的船运公司也被列入制裁名

单。

4月30日，委议会主席瓜伊

多与一些武装军人在首都加拉

加斯东部的一个空军基地附近

企图发动军事政变。部分反对

党支持者和议员也来到政变现

场支持瓜伊多。但委政府在几

个小时内成功挫败了反对党的

政变企图。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

危机。1月23日，瓜伊多自任“临

时总统”，得到美国、欧洲和拉美多

国承认。为逼迫委总统马杜罗下

台，美国不断通过经济制裁、外交

孤立和军事威胁向委施压。目前，

委政府和反对派对峙仍在持续，国

际社会呼吁以外交和政治手段和

平化解危机。

马杜罗称委内瑞拉前情报局局长策划未遂政变

新华社突尼斯5月10日电 一艘载有非法移

民的偷渡船10日在突尼斯东部海域沉没，造成至

少70人丧生。

据突尼斯官方通讯社报道，一艘载有非法移

民的偷渡船当天在斯法克斯港口以东60公里的

海域沉没，70名偷渡者丧生，另有16人获救。

报道说，这些偷渡者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他们从利比亚出发，目的地为意大利。

偷渡船沉没后，附近的突尼斯渔船救起了幸

存者。报道援引救援人员的话说，遇难人数可能

还会增加。

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以来，利比亚政局

陷入持续动荡，政府无法对海岸线和陆上边界实

施有效管控。许多非法移民抵达利比亚，以此为

中转站横跨地中海偷渡至欧洲国家。

一偷渡船在突尼斯附近海域
沉没至少70人死亡

新华社安卡拉5月10日电 土耳其官方部门

“个人数据保护机构”10日说，就社交媒体脸书去

年泄露用户数据影响土耳其用户事件，该机构于

今年4月对脸书罚款165万土耳其里拉（约合27

万美元）。

根据脸书公司2018年12月发表的声明，该公

司当年9月出现图片程序错误，导致第三方应用

软件可以获取用户图片。声明说，受到影响的用

户共约680万人。

个人数据保护机构估计，大约有30万土耳其

用户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个人数据保护机构说，那次用户数据泄露事

件持续了12天，期间脸书公司既没有采取适当措

施及时纠正，事后也未向该机构报告，显示相关技

术防范措施存在缺陷。

土耳其对脸书数据泄露事件
罚款27万美元

新华社墨西哥城5月10日电 墨西哥首都墨

西哥城市议会9日以51票赞同、1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通过一项提案，墨西哥城将从2020年起禁止

使用和分销一次性塑料袋、吸管和餐具等塑料制

品。

这项名为《固体废弃物法》的改革提案由墨西

哥绿色生态党提出。绿色生态党议员亚历山德

拉�罗霍德拉韦加表示，这项提案旨在增强企业和
市民的环保意识，净化首都环境，以造福子孙后

代。

此外，墨西哥城市议会还将讨论相关财政措

施提案，支持塑料制品企业转向生产可降解产品，

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除墨西哥城外，墨西哥新莱昂州、伊达尔戈州

等地也将陆续启动限制销售和使用塑料制品的措

施。

墨西哥首都将从2020年起
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昆明市公安局10日发布消
息：经过三个多月的连续奋战，昆
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成功破获云
南首例校园“套路贷”案件，共打
掉相互纠结的6个犯罪集团，抓
获30名犯罪嫌疑人。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些犯罪
集团通常采取抛撒诱饵、寻找目
标，签订翻倍借条、制造虚假银行
流水，制造逾期、认定违约等套
路，让受害人一步步深陷其中。
据了解，损失最大的受害人拿到
手7万多元，最后还了22万元。
有的受害人被逼退学辍学、休学
等，其中有的回到老家后只敢在
外租房，有的连手机都不敢使用。

警方介绍，目前该案共抓获
30名犯罪嫌疑人，打掉6个犯罪
集团，追缴扣押现金、冻结银行涉
案资金64万余元。

警方提示，在校大学生切忌
为满足虚荣心，轻易从网上线下
借款，确有资金需要的应亲自到
正规金融机构办理。此外，切勿
以自己的名义随意帮同学、朋友
借款，如遇“套路贷”应及时报
警。 （新华）

一校园“套路贷”告破
抓获30人

亚洲是诸多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千百年来，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特色鲜明的各个文明

绵延传承，相互融通，共同构成了五彩缤纷的世

界。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多彩亚洲，风情万种。

这是潜水员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表演水中舞

狮。 （新华）

“明确要求全体经销商不得

以提供金融服务为由收取费用，

下一步将发布服务公约和收费清

单，确保收费公开透明。”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10日就“西安奔驰漏

油事件”及相关问题约谈奔驰，奔

驰公司有关负责人作出如上表

示。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西安奔驰漏油事件”暴

露出汽车行业一些长期、普遍存

在的问题。奔驰4S店为消费者

办理贷款已向奔驰金融机构收取

相应报酬，再以“金融服务费”“贷

款服务费”等名目向消费者收取

费用，违反了法律规定。

这位负责人表示，任何汽车

销售企业收取任何名义的费用，

都必须严格遵守价格法、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确保事

先明码标价、消费者自主选择、提

供质价相符的真实商品或服务，

不得违规收取费用；不得巧立名

目，误导消费者；禁止强制或者变

相强制搭售、虚假宣传、诱导式交

易等。适用汽车“三包”规定的前

提是交付合格汽车产品，交付不

合格汽车产品的应当依法退换

货，不得曲解汽车“三包”规定来

减轻自身法定责任，不得无理拒

绝或者故意拖延消费者的合理要

求。

下一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将会同相关部门对汽车销售行

业开展专项整治，切实破除消费

者反映强烈的潜规则，坚决查处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加

快修订汽车“三包”规定，推进建

立第三方质量担保争议处理机

制；开展消费投诉公示，健全长

效监管机制，更好规范汽车行业

发展，推动汽车消费升级扩容，

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新华）

奔驰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约谈
将发布服务公约和收费清单

天文专家介绍说，本月12日
晚，农历四月初八的一轮上弦月
将与狮子座最亮的恒星，有着“黄
帝星”之称的轩辕十四汇聚争辉，
煞是好看。

据了解，月合恒星时，月亮和
恒星在视觉上很靠近，无论对于
观赏还是摄影都是很有特点的天
象。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12
日22时44分，轩辕十四与月亮
运行到同一视赤经，形成“合月”
的天象。届时，发出银白色光芒
的月亮和散出淡蓝色光芒的轩
辕十四近距离接触，构成一幅美
丽的画卷。“晚上抬头，感兴趣的
公众就能在正南方向看见它们，
‘半月’伴星，似恋人低语，如情
人对望，很是值得一看。有条件
的公众，借助一台简易的双筒望
远镜观测，效果会更好。”（新华）

12日“浪漫”天象：
“上弦月”合“黄帝星”

贸易战没有赢家
——各方反对美国对华升级关税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