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观察

2016年1月2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黄娟 主编：史自勋 美编：张昕综合中国/世界新闻B02

■■■■■ ■■■■■ ■■■■■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告（2016年第2号）

关于公布2015年12月份集中
消毒餐饮具抽检合格名单的公告

2015年12月份，我局在餐饮环节对全省集中消毒餐饮具安

全质量进行抽样监测，抽取样品62批，覆盖全省59家餐饮具集

中消毒单位。经检测，合格产品名单如下。

自公告之日起，各餐馆只能从公布的合格产品名单中选购

集中消毒餐饮具，严禁采购使用不合格产品。若有违反，食药监

管部门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对餐馆处以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直至吊销

经营许可证。

请广大消费者就餐时留意餐馆提供的集中消毒餐饮具，发

现使用公告合格名单之外的产品，可拨打12331举报，一经查

实，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年1月1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产品名称
海口福乐康餐饮具
海口飞语餐饮具
海口羽洁餐饮具
海口海康餐饮具
海口康美洁餐饮具
海口金椰康餐饮具
海口鑫心可餐饮具
海口鑫鸿达餐饮具
海口喜临门餐饮具
海口兴泰康餐饮具
海口金椰福康餐饮具
海口康康净发餐饮具
三亚众康餐饮具
三亚佳洁餐饮具
三亚德益餐饮具
三亚乐尔康餐饮具
三亚恒宝利餐饮具
澄迈颖川餐饮具
澄迈洁邦餐饮具
澄迈乐嘉乐餐饮具
澄迈益康餐饮具
澄迈康乐福餐饮具
琼海惠你康餐饮具
琼海富贵人餐饮具
定安保食洁餐饮具
定安健诺餐饮具
定安亮又洁餐饮具

序号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产品名称
儋州喜刷刷餐饮具
儋州绿洁餐饮具
琼中洁尔康餐饮具
琼中福康餐饮具
洋浦康益餐饮具
洋浦福尔康餐饮具
万宁万滨餐饮具
万宁力洁餐饮具
万宁乐尔康餐饮具
万宁军嫂餐饮具
万宁兴洁餐饮具
东方康洁餐饮具
东方喜乐多餐饮具
白沙新雅洁餐饮具
乐东永康餐饮具
乐东绿芝宝餐饮具
乐东绿洁餐饮具
乐东康加洁餐饮具
乐东和康餐饮具
屯昌速洁餐饮具
屯昌洁宝餐饮具
文昌永发餐饮具
陵水康洁餐饮具
昌江美洁餐饮具
五指山万家洁餐饮具
临高百岁餐饮具

2015年12月份从餐馆抽检集中消毒餐饮具合格产品名单

海口保税国际商品直营中心1月30日盛大试业
一万多种进口商品抢滩复兴城 在海口市区就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进口商品啦 进口商品更便宜更实惠

海口保税国际商品直营中心将

于2016年1月30日在海口市滨海大

道32号复兴城A2座一楼试营业，倾

力打造以“保税商品展销”为主要业

态，兼具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商品直

销分销、世界异域风情展示体验为一

体的现代化都市购物旅游中心。

“海口保税国际商品直营中心”

经营面积近6000平米，共三层。第

一层是国际酒类的展示交易区和跨

境电商的体验区；第二层是国际商

品精品超市，主要经营食品、保健

品、家居日用品、化妆品、生鲜水果

等；第三层是钻石珠宝、箱包皮具的

展示交易专柜和商品国家馆。商品

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

大利、保加利亚、韩国、日本、马来西

亚、印尼、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香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

一万多个进口商品。

“海口保税国际商品直营中心”实

行现代商业模式，基于综保区“保税、

保质、保真”等优势，是目前海南进口

商品种类繁多、功能齐全的展销中

心，将逐步打造成为集展示、交易、拍

卖、新品发布、品鉴、收藏、文化等为

一体的全省大规模的国际商品展示

交易平台。

直营中心开业后，将把海口综

合保税区国际商品展示和交易功能

延伸到市中心，通过保税进口直营

减少供应链环节，节约消费者的购

物成本。进口商品更便宜更实惠，同

时中心将线上跨境业务与线下实体

经营相结合，使市场的需求和全球

供应商有效连接，大力发展跨境电

商体系，吸引更多国际供应链企业

在保税区开展国际贸易或生产高端

商品。在“中心”，除了标明价格的商

品可直接购买外，保税商品还可选

择享受行邮税税率和直接快递送货

上门的跨境交易，可以线下试吃、试

穿、试饮、体验后选中的心仪产品，

通过保税电商平台在线上下单，相

比于一般海淘，货品到达时间将从

一个多月缩短到3至4天。让所购买

的商品更加称心如意，真正实现“轻

松一点，购遍全球”的一站式购物！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32号复兴城

A2座一楼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四稽告字[2016]3号

海南伟泉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098704224，
法定代表人：向仔宏）：

现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四稽罚[2016]4号）
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
局将依法做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省国税大厦6楼
联系电话：0898-66792157 联系人：龚萍、陈洁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四稽告字[2016]2号

海 南 君 亿 珠 宝 首 饰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100397426711，法定代表人：吴建邦)：

现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四稽罚[2016]3号）
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
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

路10号省国税大厦6楼。
联系人：王春岩、徐明雯；联系电话：0898-66792157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四稽告字[2016]4号

海南科进医药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767460344，法定代
表人：李星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我局对你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但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证登记地址经营，相关涉
税文书无法送达，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国税四稽罚告
[2015]8号）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
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

8604室。联系人：葛兆波、张明妍；联系电话：0898-66792157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6）琼01执恢25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4）海中法民二初

字第29号民事判决和权利人的申请，于2016年1月11日立案
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周展宏与被执行人林明栋股权转让合同
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林明栋拒不履行生效判
决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对已冻结的被执行人林明栋持有的海
南东盛弘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的股权予以处置。如对
上述股权所有权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
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二O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新华社北京 1月 28 日电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阮富
仲，祝贺他再次当选越南共产党中央
总书记。

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并以他个人名义对阮富仲表示祝
贺。习近平表示，进入新世纪以来，
越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政治社会
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

生活不断改善。相信在越南共产党
的正确领导下，越南社会主义建设
和革新事业将不断向前迈进。

习近平强调，中越是山水相连的
友好邻邦。两国政治制度相同、发

展道路相近、前途命运相关，是具有
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中方高度
重视发展同越南的关系，愿同越方
一道，继续秉持“长期稳定、面向未
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方针和“好

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
神，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亚洲和世
界的和平、合作、发展、繁荣作出新
贡献。

习近平电贺阮富仲再次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新华社河内1月28日电（记者乐艳娜
章建华）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28日在首都河内正式公布新一届越共领
导集体，阮富仲连任越共中央总书记。

越共十二大 28 日上午举行闭幕
式。越共中央宣教部部长丁世兄代表十
二大主席团公布越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选举结果。本次选
出的越共中央政治局有19名委员，其中
包括公安部部长陈大光、国会副主席阮
氏金银、副总理阮春福等。

越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同时选出包括
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副主任梁强、越南

政府办公厅主任阮文年和越南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阮和平3人在内的中央书
记处书记，以及包括21名成员的中央检
查委员会。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国旺
当选为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

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武重金本周早些时候说，越共提
名陈大光参选越南国家主席，提名阮春
福参选越南总理，提名阮氏金银参选越
南国会主席。越共十二大后，越南现任
国家主席张晋创、总理阮晋勇、国会主席
阮生雄不再担任越共中央委员会成员。
按照越南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总理和国

会主席三个职务将由定于5月召开的越
南国会选举产生。

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20日至28日在河内召开。大会于
26日选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27日中
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越
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等新一届领
导集团成员。

越共十二大公布新一届领导集体
提名陈大光参选国家主席，提名阮春福参选总理，提名阮氏金银参选国会主席

越共十二大为越南未来5年经济社
会发展明确了任务。越共十二大代表认
为，十二大开启越南的“二次革新”。

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和任务

越共十二大文件提出，2016 年至
2020 年阶段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
目标之一是，继续夯实基础，以早日将越
南基本建设成为现代工业国家。分析人
士认为，这是在对越南革新开放30年的
成就及问题进行总结后，明确提出了未

来5年越南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任务。
今年是越南实施革新开放30年，虽

然越南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十二大文件指
出，仍有许多指标和标准没有达到。因
此，十二大文件将原来越共十一大提出的
到2020年将越南基本建设成为迈向现代
化工业国的目标进行了修正，改为“早日
将越南基本建设成为现代工业国”。

不少与会代表认为，越南共产党坦
率承认许多经济指标未能完成是正确评
估现实的表现。在越通社 21 日对十二
大代表的采访中，多位代表表示，十二大
将“开启党的第二次革新阶段”。

越南经济专家阮明锋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越共十二大提出今后五年和

中期阶段的多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指
标。可以说，这些目标和指标是可行的，
体现了既要慎重又要发展的观点。”

人事和党建受关注

十二大的人事变化是越共历史上非
常大的一次，阮富仲连任越共中央总书
记，而包括现任国家主席张晋创、政府总
理阮晋勇和国会主席阮生雄在内的9名
十一届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被新的面
孔所替代，新进政治局委员12名。这些
新人对越南执政党未来的发展和越南国
家政策走向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越共中央宣教部副部长武玉皇对越通

社表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将在经济等领域
进行全面和同步革新，维护和平发展环境。

十二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越共6大核心
任务，其中摆在前两位的是党建和反腐。

在党建方面，十二大政治报告指出，
要加强党建和整顿工作，预防和击退政
治思想、道德和生活作风的蜕化，建设作
风正、能力强的干部队伍。

在反腐方面，越共提出要推进整个
政治体系机构精简优化，提高各组织机
构的效率，加大预防和反对腐败、浪费和
官僚主义的力度。

越共十二大组织服务小组组长黎鸿
英在十二大召开前表示，越共十二大选出
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应符合3大标
准，除了有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的政治定
力，具有领导和创新能力外，重要的一点
是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工作作风。

奉行独立、自主对外路线

越共十二大文件强调，越南未来要

着力奉行独立、自主、多样化、多边化国
际关系的对外路线。

越南政府副总理、外交部长范平明
23日在十二大上作报告时说，执行这一
对外路线意味着在未来5到10年，在政
治、国防、安全领域需要长期稳定地扩大
越南与各伙伴的利益交叉点，丰富越南
与各国尤其是对越南国家安全与发展有
着重要战略意义的伙伴的关系内涵；在
经济方面，要为增强国家实力和促进全
国跨区域互联互通作出贡献。

对于越中关系，分析人士认为，中越
两国是具有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邻
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友好合作是
主流。

范平明说，越中关系在所有领域正
呈现积极发展态势，但两国之间也存在
一定分歧，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的基础上，越中两国将通过和平方式
解决存在的分歧。

记者 乐艳娜 章建华 闫建华
(新华社河内1月28日电)

越共十二大对越南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越中友好合作是主流

➡ 1月2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的
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式上，十二届越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集体
亮相。 新华社/越通社

据新华社内比都1月28日电（记者庄北宁）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成员28日早晨向新华社记者
确认，民盟当天讨论了新议会人事问题，民盟将不
推选昂山素季为议长。

昂山素季当天早晨和其他民盟高级成员讨论
新议会人民院、民族院人事问题。民盟成员向新
华社记者证实，将推举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吴温敏任人民院议长，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成员、前
缅甸联邦检察院法务部负责人吴帝昆秒任人民院
副议长，民盟克伦族议员曼温凯丹任民族院议长，
若开民族党名誉主席吴埃达昂任民族院副议长。

缅甸民盟将不推选
昂山素季为议长

据新华社吉隆坡1月28日电（记者赵博超 林
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28日在行政首都布特拉加
亚宣布，为促进旅游业发展，将在一定条件下从3月
1日至12月31日对中国赴马游客实行免签。

马来西亚3月至12月
将对中国游客免签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
人杨宇军28日表示，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哈里斯
关于南海的言论缺乏历史常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
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是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的。

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哈里斯27日在美国智
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称，美国
将继续在南海挑战中国的主张，他个人认为，这些
岛屿不属于中国。

“哈里斯将军发表这样的言论让我感到非常惊
讶，这完全是缺乏历史常识的。”杨宇军说，中国对南
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这是有充分的历史和
法理依据的。他说，中方一贯主张有关争议由直接
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
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域
外国家指手画脚，更不能用无知的言论来挑拨离间。

“哈里斯将军作为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发表
这样不负责任的所谓‘个人观点’，在形式上是不
合时宜的，在内容上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说需要
表达个人观点，我倒是建议他下次公开讲话前先
好好研究一下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杨宇军说。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
哈里斯关于南海言论
“缺乏历史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