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7月6日开始对340亿美
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只是美
近期频频加征或考虑加征关税
的举动之一，企业界越来越担心
美国这种征税行为严重干扰全
球供应链和贸易流。

在这340亿美元产品清单
中， 有约200多亿美元产品是在
华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 其中，
美国企业占有相当比例。“美方
措施本质上打击的是全球产业
链和价值链。” 中国商务部发言
人日前表示。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的分析显示，美国从中国
进口的将近三分之二商品来自
外资参股企业，这可能让美国针
对中国的关税举措超出其打击

目标范围。 摩根士丹利也警告
说，全球贸易可能因特朗普政府
的关税政策受到严重破坏，因为
三分之二的贸易商品与全球价
值链相关联。

从钢铝、汽车到其他各类商
品，美国的保护主义大棒让越来
越多的企业忧心忡忡。英国《金
融时报》 援引业内人士消息称，
宝马、大众、戴姆勒等德国三大
车企高管日前共同面见美国驻
德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表
示如果美国不对欧盟汽车加税，
他们可能联合承诺保持对美投
资水平不变。《金融时报》 说，这
一承诺实际上暗含一个威胁，即
如果美国坚持对欧盟汽车加税，
三大车企可能撤走在美国的投

资。据悉，德国车企在美国开设
的工厂约300家，雇员近12万人。

但是当下，开放的贸易体系
遭遇挑战，企业赖以生存的全球
供应链遭到破坏。美国政府的贸
易保护主义迫使贸易伙伴反击。
美国向全世界开火的同时，也在
伤及自身。

全球化的供应链能让企业实
现利益最大化， 全球经济复苏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供应链的
可靠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
曾发出警告： 美国的关税举措可
能会激起来自贸易伙伴的一连串
报复措施， 可能中断全球和区域
供应链， 对一系列国家和美国跨
国企业造成破坏性影响。 这样的
警告正在变成现实。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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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7日
第 2018181期 开奖号码: 4 9 8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1099
0

1961

1040
346
173

1142960
0

339253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8日 第 2018078期 开奖号码

红球: 10 18 03
下期奖池 ： 709870938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30 14 17 蓝球: 12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204
1704
85462

1536502

12323987

6
8
54

2882
52185

448499

0
93762
3000
200
10

5

75503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8日
第 2018182期 开奖号码: 3 2 9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767
0

1279

1040
346
173

797680
0

221267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7月 3日， 福彩双色球第
2018076期开奖，我省邵阳彩民
收获2注556万元的头奖，可喜可
贺！ 其中1注合买的奖票诞生于
邵阳隆回县桃洪中路43094032
号投注站，第二天，该投注站的
业主肖老板便带着王先生等三
位彩友来到省福彩中心，领取了
属于41位彩民共有的大奖。

说起邵阳隆回县桃洪中路

43094032号投注站， 在当地还
真是一家小有名气的站点，该站
已中出过双色球一、二等奖和七
乐彩一、二等奖，是名副其实的
中奖福地。 业主肖老板和爱人，
用心经营这家投注站已有12个
年头，夫妻俩都是彩票通。据肖老
板回忆，3日下午这注“12+1”的
号码就选好了， 他们早早地发到
了合买群，等着彩民认购，但直到
晚上7点，认购的人还只有十几个。
本以为这次合买泡汤了，没想到晚
上7点半左右， 彩民陆续发来合买
的确认信息，本来自己还占有其中
5股的肖老板，将自己的“股份”让
给了彩民， 最终41位彩民合买了

这张1848元的大复式票。
当晚9点20分左右， 肖老板

接到了合买群里一位彩民的电
话，说那注号码中了双色球一等
奖。 肖老板马上上网核对了两
遍，逐一给41位中奖者打电话报
喜，并通知大家到投注站来商量
领奖事宜。大家商议之后最终敲
定，由肖老板带队前往省福彩中
心兑奖，回来后，肖老板再将奖
金一一转给大家。

当被问到是否后悔将自己
的“股份”让给彩民时，肖老板憨
厚地笑了：“开彩票店的，彩民是
第一位的，他们中奖我也开心！”

■木子 经济信息

合买“12+1”大复式，砸中556万元双色球大奖

中共中央、 国务院日前公
布了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国有金融机
构是服务实体经济、 防控金融
风险、 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支
柱， 是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
环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还存在职责
分散、权责不明、授权不清、布局
不优，以及配置效率有待提高、
法治建设不到位等矛盾和问
题， 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金融
资本体制机制，优化管理制度。

更好地实现三大基本任务

《意见》提出了完善国有金
融资本管理的总体要求、 基本
原则和主要目标。主要目标是：
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
“四梁八柱”， 优化国有金融资
本战略布局， 理顺国有金融资
本管理体制， 增强国有金融机
构活力与控制力， 促进国有金
融资本保值增值， 更好地实现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
深化金融改革三大基本任务。
使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法律法
规更加健全， 资本布局更加合
理，资本管理更加完善，国有金
融机构党的建设更加强化。

《意见》明确提出健全国有
金融机构薪酬管理制度。 对国
有金融机构领导人员实行与选
任方式相匹配、 与企业功能性
质相适应、 与绩效考核相挂钩
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 对党
中央、国务院，地方党委和政府
及相关机构任命的国有金融机
构领导人员， 建立正向激励机
制，合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
薪和任期激励收入。 对市场化
选聘的职业经理人， 实行市场

化薪酬分配机制。 探索建立国
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责任追究
和薪酬追回制度。 探索实施国
有金融企业员工持股计划。

《意见》指出，推动国有金
融机构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推
动国有金融机构牢固树立与实
体经济俱荣俱损理念， 加强并
改进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服务，围绕实体经济需要，开发
新产品、开拓新业务。规范金融
综合经营， 依法合规开展股权
投资， 严禁国有金融企业凭借
资金优势控制非金融企业。发
挥好绩效目标的导向作用，引
导国有金融机构把握好发展方
向、战略定位、经营重点，突出
主业、做精专业，提高稳健发展
能力、服务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建立重大决策失误
追责倒查机制

严格责任追究。 建立健全
国有金融机构重大决策失误和
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
严厉查处侵吞、贪污、输送、挥
霍国有金融资本的行为。 建立
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监督
问责机制， 对形成风险没有发
现的失职行为， 对发现风险没
有及时提示和处置的渎职行
为，加大惩戒力度。对重大违法
违纪问题敷衍不追、隐匿不报、
查处不力的， 严格追究有关部
门和相关人员责任， 构成犯罪
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意见》还对完善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体制、 优化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制度、 促进国有金融
机构持续健康经营、 加强党对
国有金融机构的领导、 协同推
进强化落实等方面的工作提出
了具体要求。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公布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

严禁国有金融企业控制非金融企业

多国企业抱怨美加征关税
担忧严重干扰全球供应链和贸易流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7日提
醒中国公民， 携现金出入境越
南时须遵守越南相关规定向海
关申报。

使馆提醒中国公民， 出入
境越南时务必了解并遵守越南
相关海关规定， 避免携带大量
现金。如携带超过1500万越南
盾现金（约合4300元人民币），

或超过5000美元（约合3.3万元
人民币）等值外币现金，须向海
关申报， 避免由此带来不必要
的损失， 甚至造成严重的法律
后果。

近期， 越南发生多起中国
公民出入境越南时因未申报随
身携带的超额现金而遭处罚案
件。 ■据新华社

中国使馆提醒：
携现金出入境越南要申报

台风逼近
渔船回港

7月8日，渔船驶入浙江台
州市金清大港避风。

随着台风“玛莉亚”逼近，
浙江台州大批渔船回港避风。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今年第8
号台风“玛莉亚”将于7月11日
前后登陆我国浙闽沿海。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