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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商业广告60元、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买五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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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5595978777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3976599920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居住用地转让
定安县塔岭开发区中心地段90亩

居住用地转让，13907504922王先

生。

▲王丽丹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为：460200197903250026，特
此声明。
▲屯昌仁雄养鸡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证号：琼
国税登字 460026397989151 号，
现声明作废。
▲林爱龙遗失士兵证一本，证号：
琼消字第30030186，特此声明。
▲林爱龙遗失驾驶证一本，证号：
X211300117，特此声明。

诚聘
海南楼厦公司在临高投资200亩

开发房地产，诚聘:总经理，副总，

办公室主任，财务经理、主办会计、

司机兼助理、文员、出纳、项目经

理、总工、装饰设计师、园林设计

师、仓管员、物业管理，销售总监，

装饰园林施工队伍。1、必须具备

相关专业工作经验，2、有较强的协

调、组织、沟通和综合分析能力，工

作认真，积极主动，作风正派，严谨

细致。联系人:曾小姐 电话:

0898-65331678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衍宏担保
费用低 放款快

万国大都会66688001 1397680783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宝通富翔典当
资金充实，快速办理大额典当
18976236863，13907530681

▲海南新中业贸易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本,注册号：4603002102341，特此
声明作废。
▲陈杰士和李月正夫妇于2009年
8月24日在王五镇卫生院出生一
名男婴，现出生证遗失，出生证编
号为J460063008，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恒昌金银珠宝实业有限公司一
百分店不慎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60100000029677），特
此声明作废。
▲韩威遗失士兵证一本，证号：琼
消字第30030311，特此声明。
▲海南立信运邦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中信泰达实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法人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为：
460100000451624，声明作废。
▲海口倍加工贸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一 本 ，税 号 ：
460100665114790，特此声明。
▲刘经武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6198410244017，特 此 声
明。
▲刘经武遗失驾驶证，证号：
460006198410244017，声 明 作
废。
▲刘经武遗失特种作业（电工）操
作 证 ， 证 号 ：

T460006198410244017，声明作
废。
▲张忠文遗失道路旅客运输驾驶
员 资 格 证 ， 证 件 号 ：
4601000010008028587，全国流
水号：460000023013，声明作废。
▲刘佳不慎遗失身份证，证号为：
460103199412162120，特 此 声
明。
▲兰州银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海
口分公司遗失在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口金盘支行开立的
帐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11284301，声明作废。

▲张琪遗失税务检查证，编号为：
90030018，声明作废。
▲流行一族长棷服饰遗失国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362202198404111019，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精挑细选饰品店不慎
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一
本，注册号：460108600290302，
声明作废。

公 告

声明
因海南嘉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与陈
某父女就嘉华城市花园裙楼物业
产权官司尚在二审诉讼中,因此,
供应商存放在裙楼商场内的所有
商品、货架、柜台以及关联公司海
南丰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包括公
章在内的全部经营资产、证照等重
要物品，任何人无权处理,若有擅
自处理，所造成的损失将由擅自处

理的责任人承担全部经济责任。
特此声明。海南嘉华房地产有限
公司 海南丰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4日

新华社北京11月 9日电（记者赵
博 查文晔）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9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
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一行。习
近平强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得来
不易，需要倍加珍惜。珍惜成果的最好
方式是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习近平指出，两岸双方在坚持“九
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上建立并持续增进互信，是确保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正确方向和良好势头的关
键。由于两岸间存在一些差异等原因，
两岸关系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在所难
免。越是这样越需要加强交流、增进互
信，保持良性互动、相向而行。要尊重
彼此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

习近平指出，两岸交流合作前景广
阔。希望两岸双方共同努力，排除干
扰，为扩大和深化两岸经济、文化、科
技、教育等各领域交流合作采取更多积

极措施，尤其要为两岸基层民众、青年
交流往来多创造条件，以增进相互了
解，融洽彼此感情，实现心灵契合。要
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更多成果来造
福两岸同胞，增强对共同未来的信心。

萧万长表示，两岸共同开创的台海和
平稳定发展大局得之不易，应该共同珍
惜。应坚持巩固“九二共识”，加强两岸制
度化经济合作，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萧万长一行时强调

要倍加珍惜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郭宇靖 王晓洁）21个经济体的领
导人参加APEC会议能领到什么纪念
品？答案是，精心设计的APEC纪念徽
章和一把合金城市钥匙。

记者 9 日采访了解到，此次北京
APEC会议的纪念徽章共有两套，分别

为：一款APEC经济体建筑拼图套装，
和一套多个纪念徽章。其中，建筑拼图
套装共计300套，将赠给参会的部长级
以上的与会代表。其他每位参会代表，
都将获得4款单体徽章组成的一套纪念
徽章。

建筑拼图套装的设计理念，是以21个

经济体的地标性建筑为蓝本（包括北京的
天坛、台北的“101大楼”等），采用现代金
属徽章工艺，将21个建筑拼成“APEC”4
个字母。另外6款徽章用锌合金制作，
呈长方形，用料简朴，款式简洁大气。

此外，记者了解到，每一个成员经济
体领导人在飞抵首都机场后，均获赠一

把金色城市钥匙。这是北京市赠予他们
的纪念品。

据介绍，这把金色城市钥匙长约21
厘米，由重约400克的合金材料制成，钥
匙柄上突出“APEC”标志，长城、天坛等
多个北京市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造型，
都在钥匙造型中体现。

新华社北京11月 9日电（记者钱
彤）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在钓鱼台国宾
馆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同你
保持密切沟通，就发展中俄关系加强
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栽培中俄友好
合作常青树，我们收获了丰厚果实。
双边贸易额和双向投资持续增长，东
线天然气管道和东西两线增供原油等
一批大项目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务实
合作向联合研究开发、推广应用、生产

制造的新模式转变，人文交流红红火
火，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和配合更加密切
有效。两国国内支持发展中俄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
说明我们确定的发展两国关系的方针
顺应两国民心、顺乎时代潮流，是大势
所趋。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
要坚持把发展中俄关系作为本国外交
优先方向，不断增进政治和战略互信，
不断扩大和深化全方位合作。

普京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

对俄中关系的评价。我们都大力推动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政治
对话不断加深，能源合作进展顺利，经
贸合作取得更多实际成果。双方在国
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有力维护了世界和
地区安全稳定。相信我们今天的会晤
将为俄中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两国元首一致认为，新形势下，中
俄务实合作领域更广、更紧密。加强
能源合作对维护两国能源安全意义重
大。双方要如期推进东线天然气管道

建设，尽快启动西线天然气项目，积极
商谈油田大项目合作，探讨核电、水电
合作新项目。双方还同意加强高铁、
高技术、航天、金融等领域合作。

两国元首要求双方有关部门落实
好《中俄共同举办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
胜利70周年活动计划》，以此为重要契
机，共同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
和战后国际秩序。

两国元首同意，保持沟通和协调，
共同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取得成功。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

问题交换了看法。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一系列双

边合作协议的签署，包括《关于通过
中俄西线管道自俄罗斯联邦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供应天然气领域合作的
备忘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关于经中
俄西线自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
的框架协议》。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中俄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协议

专家解读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

肩负创造亚太梦想的时代责任

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
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
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

演讲，深刻阐释了对亚
太未来发展的构想，重
点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
态的特点和前景，宣示
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
决心以及合作推进区域
和世界发展繁荣的信
心，倡导肩负起创造和
实现亚太梦想的时代责
任。

专家认为，习近平
主席站在亚太长远发展
高度提出一系列新倡议
新设想，对推动亚太合
作、增强发展信心提供
了重要的指引。

“中国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不能以过
去的眼光衡量现在的中国经济。”中国社
科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
岭说，习主席演讲中关于中国经济新常
态的三个特点，以及新常态下新机遇新
希望的论述，让人耳目一新。

“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
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
界排到第十七位”“经济增长更趋平稳，
增长动力更加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
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习近平用一
组组数据和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在新常

态下依然充满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未来
带给亚太和世界的机会和利益巨大，提
供的商机持久且无限。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
泽说，中国经济正从出口导向型转向
内需增长型，这一转换为中国经济的
未来增加了内生动力，也将给亚太地
区和世界带来巨大机会。

美国礼来制药（中国）公司总裁安德

鲁·霍奇指出，中国经济的形态越来越丰
富，这给中小级别的外国企业提供了很
多机会。

未来中国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绝对
贡献量也会越来越大，是拉动亚太经济
增长的重要和关键因素。达比海外投
资公司总裁及首席执行官范李察说：

“我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前景非常乐
观。”

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新机遇

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为创新拓宽道
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主席对全面
深化改革着力点的阐述，引发广泛关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
说，这四个方面层次分明：第一个层面从微

观着手，强调从供给端为新常态提供支撑；
第二个层面强调创新，着眼从供给的中长
期寻找新动力；第三个层面强调开放，从外
部引入活力进而推动改革；第四个层面突
出改革的落脚点和发展目标，即各项宏大
的战略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

出席峰会的东风英菲尼迪汽车有限
公司总经理戴雷说，中国改革让企业家
看到了机遇。他认为，随着中国进一步
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以及从要素驱动转向
创新驱动、实现绿色发展，新能源汽车肯
定会有更多的市场需求。

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对习主席在
演讲中用“新引擎”和“点火器”来形象比
喻创新与改革的关系印象深刻。“习主席

提出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我们
技术研发企业感到振奋。改革创新，正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
夏说，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包括资
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积极探索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都是改
革进一步深入推进的体现，旨在打造中
国开放的升级版和扩大版。

通过深化改革适应新常态

“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
实现亚太梦想”——习近平主席提出亚
太伙伴关系、亚太命运共同体和亚太精
神，为亚太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唐
国强认为，习近平主席站在全球战略高度
透彻分析了亚太形势和地位，以及亚太地
区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在世界格局中

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性，提出了初具轮廓
的亚太大市场应该加速一体化的紧迫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
凤英认为，习主席提出的共同建设互信、
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为实
现亚太梦想指明了道路。携手打造开放
型亚太经济格局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模
式，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是亚太合作的

新增长点，勾画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将
为亚太长远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驱动
力。

阮宗泽说，当前，中国对亚太和世界
的贡献既体现在惠及周边、亚太和世界
的外交方针、政策和理念中，也体现在对
亚太和世界经济、贸易、投资和消费的拉
动上。参会的工商界人士从习主席演讲
中看到他们下一步谋篇布局的重大机
会。

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亚太经合组织工

商领导人峰会上倡导筹建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在本次会议上，他宣布，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已迈出实质
性一步。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
究中心主任刘晨阳介绍，中国这种扎实
推进的举措，赢得与会者热烈掌声。

“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
出中国方案，中方用实实在在的措施回
应了国际社会的期待，将为亚太乃至世
界的持久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刘晨阳
说。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携手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

新华社台北11月 9日电（记者陈斌华 王
笛）台湾当局出入境管理部门9日宣布，为让来台
旅游的大陆游客可以快速取证，预定明年1月1
日起开放缴纳“速件处理费”。参团或个人游的陆
客如想要快速获得审核发证，可申请用急件处理，
每提前一个工作日每人加收新台币300元。

大陆居民赴台观光人数有每日限额，以往陆
客来台若遇到旅游旺季，等待入境证件、签注时间
过长，只能苦等，有些人还因不及获得而延后或改
变旅游计划。台湾当局出入境管理部门解释说，
此次出台新规，旨在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收取加
急费则基于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台湾明年起施行便利陆客游台新规

想快速拿证
可付费加急处理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新媒体专电（记者易
凌）中国建成首艘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深海钻井
船，并于8日正式命名为“华彬OPUS TIGER1”
号（老虎一号）。

该钻井船由华彬集团投资，并由其旗下的华
彬OPUS OFFSHORE海工集团与中船集团所
属的上海船厂船舶有限公司，以及宏华钻井设备
公司联合设计监造、建造并运营，填补了中国在高
端深水海洋钻井船领域的空白。

华彬集团高级副总裁刘少华说：“这艘TI-
GER钻井船无论在性价比、使用效率、能耗以及
可靠性方面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适用于南海
和东海的石油及天然气勘探开发。”

对于每艘船的造价，刘少华表示不方便透
露。但业内人士估计在2亿到3亿美元之间。

此前，中国的船厂只是局部承建钻井船，而该项
目从方案设计到船体建造，包括重要设备采购、全船
设备安装调试，都由上海船厂牵头“一手包办”。

据介绍，TIGER系列钻井船设计排水量为
4.6万吨，能在水深为1700米的海域进行作业，钻
井深度可达1.2万米，配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防喷器、水下和井控系统等设备，可用于勘探井和
生产井施工。该船具有自航能力，可配备150名
船员，将入级美国船级社。

中国建成首艘自有知识产权深海钻井船

“老虎一号”
钻井深度可达1.2万米

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
媛邀请来华出席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
话会的部分外方政要夫人参观首都博物
馆，欣赏《古都风韵》演出。 新华社发

彭丽媛邀请
外方政要夫人参观首博

新华社郑州11月8日电（记者李亚楠）虽已
立冬，但走进位于洛阳的国家牡丹园，游客们会惊
奇地发现一方花圃中鲜艳的牡丹正竞相绽放。这
是洛阳市科研人员历经8年培育成功的秋赏牡丹
系列，填补了国内牡丹种质资源的一项空白。

2006年秋，科研人员在调查牡丹物候性状
时，发现几株零星绽放的“另类牡丹”。这是由于
特殊气候原因导致的基因突变，即芽变。

在随后的几年里，科研人员对这些牡丹进行
大规模扩繁嫁接。如今，园区已经形成了3亩
1300株的秋赏牡丹种植规模，主要包括粉色的

“秋韵”、黄色的“和平秋色”、白色的“秋歌燕舞”、
红色的“春花秋梦”4个品种。

这些牡丹的自然花期在每年的10月至11
月，长达30天左右，适合露地栽培进行秋季观赏。

据悉，秋发牡丹的出现打破了牡丹自然生长
规律，是继反季节温室催花牡丹培育成功后的又
一新发现。

洛阳成功培育“另类牡丹”

11月9日，第16届国际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
在北京石景山体育中心落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约
1300名选手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参加了机器人
挑战、障碍、救援、拳击、篮球、足球等15个项目的
比赛。 新华社发

国际机器人奥赛北京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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