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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就贸易战发声：

中方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14 日说，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想
打、不愿打，但也绝不怕打。 奉劝美
方早日认清形势，回归正轨，同中方
相向而行，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
上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有记者问：连日来，美方多次威
胁将对价值约 3000 亿美元中国输
美产品加征关税，又称将于 6 月 17
日就此举行听证会。 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中方一再表示，加征关税解
决不了任何问题，发起贸易战只会
损人害己。 ”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
说，“
对于贸易战， 中国不想打、不

愿打，但也绝不怕打。如果有人打到
家门口，我们必然会奉陪到底。 ”
耿爽说， 中方从来不会屈从于
任何外部压力，我们有决心、有能力
捍卫自身合法正当权益。
他回顾了去年以来中方对美方
有关言行的反应：
——
—去年 4 月， 美方首次宣布
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中方在
第一时间作出强有力的回应。此后，
美方又不断发出新的威胁， 几次正
式实施加征关税措施， 中方都立即
予以坚决反制。
——
—上周， 美方威胁要将对中
国 2000 亿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税

率由 10%上调至 25%， 引起国际社
会一片哗然和金融市场剧烈反应。
当时中方说， 美方的这种威胁已经
不是第一次了， 中方的立场态度十
分明确，美方也很清楚。 同时，我们
还呼吁美方改弦更张， 与中方相向
而行，争取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对
中方的这种冷静淡定和建设性姿
态，国际社会普遍给予高度赞赏。
——
—此后， 中方团队依然赴美
磋商， 以负责任的举动展现出推动
解决分歧的最大诚意。 但美方有些
人似乎对形势产生了误判， 低估了
中方捍卫自身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继续混淆视听，一味漫天要价。对此

中方当然要明确拒绝，坚决反对。
—5 月 10 日，美方正式宣布
——
对 2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 25%
关税。 13 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宣布中方的相关举措。 这体
现了中方捍卫多边贸易体制、 捍卫
自身合法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对于美方的反复无常和极限
施压，中方始终保持冷静和淡定。 ”
耿爽说，“我们奉劝美方看一看国
际社会的反应， 听一听各界人士的
呼声，算一算自身利益的得失，早日
认清形势，回归正轨，同中方相向而
行， 争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
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

广东清退32名“高考移民”
相关学生被取消在粤报名资格，回原籍参考
本 报 综 合 消 息 5 月 14 日 下
午，广东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公众号
“
广东教育” 通报治理“
高考移民”
工作进展情况。 通报称，经查，全省
共有 33 人不符合广东省高考报名
资格， 另有 1 人不符合报名所在市
高考报名规定。
通报称，为维护高校考试招生
公平公正，有效治理“高考移民” ，
按照《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做好综合
治理“
高考移民” 工作的通知》《广
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治理“高考移
民” 工作的通知》要求，广东省开展
了治理“
高考移民” 专项行动。各地
级以上市教育部门会同公安部门对
在广东省高考报名，且高中阶段从

外省转入广东省就读学生的户籍、
学籍、 实际就读情况等高考报名资
格进行全面核查。同时，对收到的举
报线索进行认真核查。经查，全省共
有 33 人不符合广东省高考报名资
格， 另有 1 人不符合报名所在市高
考报名规定。
根据 《教育部办公厅 公安部
办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招生全国
统一考试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工作的
通知》《关于做好广东省 2019 年普
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和建档工
作的通知》，作出以下处理：
1.对 32 名“高考移民” 学生，
取消广东省高考报名资格。
2.对 1 名提供虚假高考报名材

料学生，取消广东省高考报名资格。
3.对 1 名不符合报名所在市高
考报名规定学生，由报名所在市招
生办取消其在该市的高考报名资
格。
对取消高考报名资格的学生，
将妥善安排回原户籍地报名参加高
考。
另据相关媒体此前报道，今年
4 月底， 深圳市富源学校被曝出疑
存在“
高考移民” 现象，引发广泛关
注。
《新华每日电讯》5 月 7 日报
道称，深圳市有关部门在回复新华
社采访时表示，富源学校今年进入
“深二模” 前 100 名的学生中，有 1

名学生初中就在深圳市就读，1 名
从河南省转入，其余 10 多名学生均
从衡水第一中学转入。
5 月 12 日晚，深圳市教育局对
外通报称，现查实，深圳市富源学校
2019 年高考报名考生中， 有 32 名
高考移民” ，弄虚作假获取
考生属“
广东省报考资格。 对上述 32 名考
生， 取消其在深圳市的高考报名资
格， 对深圳市富源学校予以行政处
罚，核减该校 2019 年高中招生计划
的 50%； 责成深圳市富源学校董事
会作出深刻检查， 责令深圳市富源
学校对直接责任人及有关负责人进
行严肃处理，认真整改存在问题，严
格规范办学行为。

可能已经存在大约1亿年
琥珀是植物树脂经长期地质作
用形成的化石， 常含有保存很好的
陆生生物，但很少保存水生生物，海
洋生物尤其罕见。
研究人员利用 X 射线微型计算
机断层扫描技术对琥珀中菊石展开分
析， 获得缝合线可见的高分辨率三维
图像，缝合线是辨别菊石的重要特征。
研究显示， 琥珀中菊石的软体
已丢失，且壳体有破损，内部充填有
细砂粒， 这表明菊石在被包裹前已
经死亡， 其外壳可能被海浪冲到岸
边，后被一团树脂包裹。虽然琥珀年
龄尚存争议，但菊石的存在表明，这
枚琥珀可能已经存在大约 1 亿年。

内有“
菊石” 等动物个体的琥珀图片

公 告

出 租
贵州金融城稀有 120-200m2 临街旺铺
中山东路 54 号（中国农业银行旁）200m2 商铺
欣歆园小区 1、2 幢 35m2 临街商铺
金华园 C 区 2 栋 1 层 36m2 临街商铺
帝景传说 A6、A7 号楼 1 层约 105m2 旺铺出租
花溪锦溪名都 A 幢 1 层约 70m2 旺铺出租
广告

电话：0851-85843537 18085157765

冯新柱一审
获刑十五年
系陕西省政府原副省长
据 新 华 社 电 2019 年 5 月 14
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宣判陕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冯新
柱受贿案，对被告人冯新柱以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七百万元；对冯新柱受贿犯罪所得
赃款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冯新柱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 审 理 查 明 ：1999 年 至 2017
年， 被告人冯新柱利用担任陕西八
大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铜川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市长、
中共铜川市委书记， 陕西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投资、 矿产
开发、资金借贷、工程承揽、职务调
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
他人收受上述单位及个人给予的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7047 万余元。

国家网信办：

整治教育类APP
涉黄低俗乱象

中国科学家在琥珀中
发现史前海洋动物
据新华社电 中国科学家领导
的一个国际团队发现一枚罕见的琥
珀，其中包裹一只史前海洋动物“
菊
石” 。这是古生物学家首次在琥珀中
发现这种已灭绝的“
乌贼近亲” ，为
人类更好地解琥珀形成以及过去的
生态系统提供了宝贵证据。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
机构研究人员 13 日在美国《国家科学
院学报》杂志上发表报告说，这枚形成
于白垩纪中期的缅甸琥珀重约 6 克，
长 33 毫米、宽 9.5 毫米、高 29 毫米，包
裹至少 40 个动物个体。 除菊石外，还
存在多种海洋腹足动物、 潮间带等足
类动物，以及螨虫等陆生动物。

■新闻速递

人 民 大 道 （南 段 ） 道 路 工 程 （贵 惠 路 段
K4+480—K4+940） 征收红线范围内涉及王治贵位于
南明区贵惠路 9 号 2 单元 3 楼 05 号的房屋（证号：筑
房权证南明字第 G44163 号，建筑面积：85.39m2）需征
收。 经查，证载产权人王治贵已故，实际居住人为尹秀
英。 前期我局已对实际居住人送达了房屋分户评估报
告（评估单价：11647 元 /m2）。
为保障上述房屋相关权利人（合法继承人）的利
益，请上述被征收房屋合法继承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5 日内与项目征收现场办公室（地址：贵惠路 82 号
8 栋 1 单元 1 楼， 联系人： 滕树春， 联系电话：
13087814158）联系并提交相关资料（关系证明、身份
证、户口册等）及协商征收补偿事宜。 逾期，为确保人
民大道（南段）道路工程顺利建设，我局将报请南明
区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令第 590 号《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按照本项目《房屋征收补
偿方案》对上述被征收房屋作出补偿决定。

南明区房屋征收管理局
2019年 5 月 13 日

据人民网消息 据国家网信办
官网微信消息，2019 年 1 月至 4 月，
国家网信办会同教育部、 全国扫黄
打非办等有关部门开展教育类移动
应用程序专项整治。 根据网民举报
线索， 对国内教育类移动应用程序
信息服务组织巡查，查实“
作业狗”
“
口袋老师”“初中知识点大全” 等
20 余款程序传播淫秽色情等违法
违规信息， 存在过度商业营销和娱
乐化等不良行为。 国家网信办已清
理下架上述程序， 关停违法违规情
况严重的应用服务， 约谈部分程序
运营方， 督促删除内容低俗及与学
习无关的文章 5.5 万余篇，关停 420
余个专栏以及 320 多个违规账号，
全面整改，规范运营，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 同时，国家网信办还清理下架
以青少年为主要用户的二次元和社
交类违法违规程序 1.21 万款。

喷水池贵阳饭店 28 楼：

成交万元老酒 就送红包五百
春去夏来，气温升高，贵阳市民喝老酒的热情，也
越发高涨。 说到老酒，不得不说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
酒收藏家孙建春先生，他就像夏日里的一股清流，爽爽
贵阳老酒市场。 他说今年夏天，凡是来收藏馆成交的客
户，就送 100 元车费，成交上万元的顾客，还送红包 500
元。
据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馆负责人孙建春介绍，
公司高价收购新老茅台、习水大曲、平坝窖酒、安酒、鸭
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大曲、匀酒、金沙窖酒等贵州名
酒。 特别是国酒茅台，更是青睐有加，其中包括茅台生
肖纪念酒、90 年代茅台、80 年代茅台、 地方国营茅台、
三大革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等老酒。
另外，他们还收购十七大名酒，包括新老五粮液、
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
楼酒、汾酒、郎酒等各类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免费
上门收购，外地量大也可上门收购。
一名老酒收藏爱好者和孙建春打过交道后说，孙
先生为人厚道、直爽，懂得与人合作共赢，在收酒的过
程中，孙建春先生不会太在意赚多少钱，而是千方百计
地保障客户的利益，下次有好的收藏品，一定再与孙建
春合作。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更是传
承酒文化。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 可以来贵阳饭店 28
楼老酒收藏馆， 他将与大家分享其十多年品酒鉴酒经
验。

联系电话：18685000755 0851-85666888
地址：贵阳市中华中路 168 号（喷水池）贵
阳饭店 28 楼。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