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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诏:
本院受理原告张玲玲诉被告张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韩贵新:
本院受理原告贵州镇宁黄果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你、徐萍洋、郑

浩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贵州景祥恒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2019）黔0402民初2446号原告张颗与被告贵州景祥恒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判决: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挖机费用218829元，并以该款为本金，从2018年6月21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蔡官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区域
B7#楼1-1
B7#楼1-2
B7#楼1-3
B7#楼1-4
B7#楼1-5
B7#楼1-6
B7#楼2-1

C6#楼1-4、1跃2-2
C6#楼1-1

面积（m2)
25.24
28.99
41.83
103.65
94.52
132.57
399.85
343.52
57.46

备注
路面一层
路面一层
路面一层
路面一层
路面一层
路面一层

二层
一层+二层
路面一层

经本公司研究决定,现将对以下商铺进行公开竞争性
报价出售。

若有意者需到我公司登记报名，我公司将通知各报
名人员于2019年6月18日早上10：00（如遇特殊情况，

电话另行通知）到市住建局主楼三楼（迎晖大道西秀区检
察院旁）316会议室进行竞争性报价，报价最高者确定为
买受人。

商铺区域附下表：

体育路（安居园）商铺处置公告

备注：①报名时需携带证明材料（个人名义：身份证复印
件；公司名义：营业执照、法人身份等材料复印件），并在报
名时交纳竞争诚意金（诚意金不以现金、刷卡形式收取；竞
标商铺需交纳诚意金为该商铺总价值的5%）；

②竞争报价不得低于我公司制定的保留价；
③此次出售面积以最终实测面积为准。

联系电话：0851-33285370
报名时间：2019年6月11日-6月17日下午17:30截止
报名地址：市住建局主楼三楼309室（迎晖大道西秀区

检察院旁）
安顺惠民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6月11日

张文云、严红兵:
本院受理原告冯琴诉被告张文云、严红兵民

间借贷纠纷二案。原告冯琴诉被告张文云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2
民初23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判决:由被告
张文云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冯琴偿付货
款人民币49247元。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
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

1032元，公告费人民币600元，合计人民币1632
元，由被告张文云承担（该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
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原告不
再向本院申请退取）。原告冯琴诉被告严红兵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
0402民初23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判决:由
被告严红兵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冯琴偿
付货款人民币51194元。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
1080元，公告费人民币600元，合计人民币1680
元，由被告严红兵承担（该款原告已预交，由被告
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原告不
再向本院申请退取）。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人民法院公告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再度批评美
联储，要求美联储以更宽松的货币政
策支撑美国经济。分析人士普遍认
为，即使美联储不愿在白宫压力下转
向宽松政策，也不得不降息支持正在
放缓的美国经济，并最终为美国升级
贸易争端造成的损失“买单”。

特朗普1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美联储没有听从他的主张，犯了“大
错”。他还抱怨，美联储里有些人“不是
我的人”。特朗普近来一再打破总统不
干涉美联储独立性的传统，多次公开批
评美联储货币政策，引发巨大争议。

特朗普上任以来，试图通过提名
美联储理事人选影响美联储的决策倾
向。美联储现有5名在任理事，空缺2
名。根据美国国会1913年通过的《联
邦储备法》，包括主席在内的7名美联
储理事由美国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
准后就职。7名理事是货币政策决策
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委
员，另有5名投票委员来自地区联邦储

备银行，不由总统提名。
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试图提名自

己的支持者赫尔曼·凯恩和斯蒂芬·穆
尔出任空缺的美联储理事之职。其
中，凯恩组建了为特朗普筹集竞选资
金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而穆尔担任过
特朗普的竞选顾问，也曾公开表示若
能担任美联储理事将支持降息。

上述提名引起了各界对于美联储
货币政策“政治化”的担忧。美国《政
治》杂志指出，凯恩和穆尔在奥巴马政
府时期曾支持美联储加息，当时经济仍
处于复苏阶段，如今两人却在经济状况
好于当年的情况下呼吁美联储降息。

巴克莱资本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迈
克尔·加彭认为，凯恩和穆尔的提名可
能会引发外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质
疑，可能被视为货币政策政治化。美
国阿尔法投资伙伴公司分析师伊恩·
卡茨认为，凯恩和穆尔相比典型的美
联储理事提名人更加“政治化”。

在各界批评和反对压力下，特朗

普4月22日宣布凯恩放弃美联储理事
提名，又于5月 2日宣布穆尔放弃提
名。尽管计划落空，白宫提名“自己
人”进入美联储决策层的兴趣犹在。
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特朗
普正考虑提名自己的经济顾问朱迪·
谢尔顿作为美联储理事人选。

分析人士认为，即使美联储顶住
了白宫施加的压力，维护其独立传统，
美联储仍要为白宫升级贸易争端和经
济前景走弱提供“救市”措施。

长期从事美联储研究的俄勒冈大
学教授蒂姆·杜伊表示，尽管美联储决
策者们可能不愿意因特朗普的压力而
转向宽松货币政策，但他们最终将别
无选择。美联储将对系统性冲击做出
反应，尽管这种冲击是由美国政府引
起的。

财经专栏作家里克·纽曼认为，在
美联储降息问题上，特朗普或将如愿
以偿；但美联储降息更多是因为保护
主义政策对经济的伤害而不得不“救

市”。他还警告，即使降息成为现实，
也不可能避免贸易战对经济的损害。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日表示，美联
储正密切关注当前贸易局势发展及其
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影响，并将采取适
当措施支持经济增长。这一表态被市
场解读为美联储对降息持开放态度。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根据联邦基金
期货市场交易数据做出的最新预测显
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7月至少降
息一次的概率达到80%左右，9月至少
降息一次的概率则超过了90%。这意
味着当前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已
经非常强烈。

杜伊认为，由于决策者们在夏季
结束前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数据，所
以美联储在9月货币政策例会后宣布
降息比较合理。他表示，若经济数据
更快恶化或资本市场陷入困境，美联
储或提前到7月降息；若贸易紧张局势
缓和，经济放缓趋势有所好转，降息时
间点则会延后。

美联储面临独立性与经济放缓双重考验
□新华社记者 杨承霖

一直升机在纽约曼哈顿一大厦楼顶坠毁

6月10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警车和应急车辆停在事发写字楼附近的街道上。
当日下午，一架直升机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一座大厦楼顶坠毁，飞行员丧生。坠机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10

日下午1时45分左右，当时纽约正在下雨，雾气很大。一架直升机在曼哈顿第七大道一座大厦楼顶坠毁并起火，但
火势很快得到控制。 □据新华社

新华社达喀尔6月10日电 巴马
科消息：马里政府10日下午发布新闻
公报，证实马里中部一个多贡族村庄
遭遇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
少95人死亡。

马里政府在公报中说，一伙不明
身份的武装分子当地时间10日凌晨
3时左右袭击了位于马里中部莫普提
区的一个多贡族村庄，造成至少95人
死亡，另有至少19人失踪。

目击者说，这个村庄已经被焚

毁，除20余名多贡族村民可能逃脱
外，其余多贡族村民已被杀害。

今年1月1日，一伙武装人员袭
击了马里中部一个富拉尼族村庄，造
成37人死亡、多人受伤。3月23日，
马里中部另一个富拉尼族村庄遭袭，
造成157人死亡。

近几年，马里中部地区部族冲
突加剧，主要集中在游牧部族富拉
尼族与从事农耕的班巴拉族和多贡
族之间。

马里中部一村庄遇袭
造成至少95人死亡

新华社新加坡6月10日电 为纪
念今年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10日首次推出20新元
纪念钞，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人头像被
印在这款纪念钞上。

该纪念钞正面印有新加坡首任
总统的肖像，背面则印有8位曾对新
加坡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肖
像。8人中除陈嘉庚外，还包括被誉
为新加坡特蕾莎修女的许哲和女教

育家王惠卿两名华人。
不少公众当天在银行开门前一

两个小时就到包括中国银行新加坡
分行在内的9家银行前排队，用等值
钞票兑换20新元纪念钞，每人一次
最多可换20张。

陈嘉庚一生热心公益，在东南
亚和中国创建了多所学校，其中
包括他 1919 年创办的新加坡华侨
中学。

新加坡将华侨领袖
陈嘉庚等人头像印上纪念钞

加拿大宣布2021年起
禁用一次性塑料用品

新华社渥太华6月10电 加拿大
政府10日宣布，该国将从2021年开
始禁止使用包括一次性餐具、吸管等
在内的多种一次性塑料制品。

加拿大总理府10日发表声明说，
被禁塑料包括塑料袋、吸管、餐具、盘
子和搅拌棒等一次性塑料制品。到
2021年正式实施前，被禁塑料用品清
单还将根据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修订
和补充。此外，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与
省和地区政府合作，让制造和销售塑
料产品的公司承担更多回收塑料废物
的责任。

政府的一份声明显示，在加拿大，
每年只有不到 10%的塑料被回收利
用。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到 2030
年，加拿大人每年将扔掉价值约110
亿加元(约82亿美元)的塑料材料。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显示，塑
料垃圾污染是全球公认的主要环境问
题之一，每年产生约3亿吨塑料垃圾，
其中超过800万吨的塑料进入海洋，
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失高达每年
80亿美元。今年3月，欧盟也批准了
一项法案，决定从2021年起禁止使用
包括一次性餐具等在内的一次性塑料
制品。

新华社迪拜6月10日电 总部位
于迪拜的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10日
宣布，从三家中资银行组成的银团联
合体获得为期5年的6.9亿美元贷款。

据该公司发布的声明，这个银团
联合体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设在迪拜的分行
组成，贷款将为公司的整体业务提供
资金。

声明表示，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
将通过勘探开采、供应运营、燃料零
售、航空燃料和其他石油产品生产和
销售部门，持续为发展阿联酋和迪拜
本地经济提供助力。

这笔贷款交易由中国工商银行
牵头另两家中资银行筹组资金，并对
交易进行结构安排。

中国工商银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分行总经理张俊国表示，这笔贷款凸
显出中资银行对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
长期增长的信心，同时也是中资银行
深入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积极实践。

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
官赛义夫·法拉西说，阿联酋国家石
油公司是地区能源市场创新和技术
领域的先行者，这笔交易体现了国际
金融机构对公司增长计划和金融前
景的信心和认可。

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
获得6.9亿美元中资银团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