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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当前
联合国工作的重中之重。2015年 9
月，联合国通过以17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为核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旨在消除贫困、消除饥饿、促进男女平
等、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可持续发展全
球伙伴关系。此次峰会是自该议程通
过以来，联合国首次就可持续发展目
标举行高级别会议。

消除贫困是上述17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首要目标，也是本届联大的主题
之一。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在可持续发
展实践中，脱贫成绩“可圈可点”。改革
开放40年来，中国实现8亿多人口摆脱
贫困，为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在出席本次峰会发言时
说，中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
全面深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中国下决心打赢脱贫攻坚战，将
于明年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

第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对此，第74届联大主席穆罕默德-

班迪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不但在几十年间成功使数亿人摆脱贫
困，并且正努力在这个人口数量世界第
一的国家彻底消灭贫困，这本身就是对
世界以及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巨大贡献。回首过去70年，中国
何以能在复杂环境中发展壮大，何以能
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些都值得研究。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在为全球
减贫事业提供重要镜鉴。在中国的倡
议和推动下，去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
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决议，把中国倡导
的“精准扶贫”“合作共赢”“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与实践写入其
中。这也是联合国大会历史上首次就
消除农村贫困问题通过决议。中国若
能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
年完成2030年议程的消除贫困目标，
必将给全球减贫事业带来巨大信心。

中国可持续发展被联合国“点赞”

日美签署贸易新协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25日在美国纽约签署贸
易协定，约定削减美国农产品和日本
工业产品等贸易关税。

新协定排除汽车产品和零部件，留
日后继续谈判。安倍当天确认，就日本
对美出口汽车获得美方不加税承诺。

减免关税

安倍与特朗普在出席联合国大会
间隙会晤，签署贸易协定并发表联合
声明。新协定需经两国立法机构批
准，预期明年1月1日生效。

按照新协定，日本将对大约72亿

美元美国农产品减免关税，包括牛肉、
猪肉、小麦、乳酪、玉米和红酒等；日本
鲜切花、酱油等少量农产品，蒸汽涡
轮、机床、自行车、乐器等工业产品获
得美方关税减免。

共同社报道，协定生效后，日本对
美国牛肉关税税率将从38.5%降至
26.6%，最终有望降至9%；日本对美
出口牛肉限额有所提升，由每年200
吨增至6.5万吨。

比照TPP

日本对美国产品关税税率参照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即无美国版《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2017年
1月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TPP，
日美去年9月同意启动双边贸易谈判
后，日方坚持在TPP约定税率范围内
与美国谈判。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先前代表
日方参与贸易谈判，他25日告诉媒体
记者，日本对美国农产品减免关税税
率没有超过日本向CPTPP其他签署
国提供的关税减免力度。

美国退出TPP以前，前总统贝拉
克·奥巴马与日方约定，美国出口日本
大米每年享受至多7万吨免税额。日
美贸易新协定将这一约定删除。

共同社报道，双边贸易谈判一开
始，日方注意到特朗普政府不太关注
大米出口免税事项，缘由是美国大米
主要产地加利福尼亚州一向是民主党
票仓。

排除汽车

日美贸易新协定把汽车产品排除
在外，美国维持对日本汽车和零部件
2.5%关税税率。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说，美日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解决进口
汽车关税事宜，谈判预期明年4月开
始。共同社报道，日方将寻求完全免

除汽车和零部件关税，但获美方同意
可能性不大。

路透社报道，美国对日本贸易逆
差大约6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源于
汽车产品。特朗普多次威胁对日本汽
车加征关税。

按日方说法，日美首脑会晤时确
认，不会就汽车产品加征关税，不会设
置日本汽车进口限额。莱特希泽告诉
媒体记者：“眼下不打算对日本汽车加
征关税。”

为防止任何一方食言，日美在新
协定中约定：“切实履行协定期间，不
采取违反联合声明的行动。”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华盛顿9月25日电（记者高
攀 熊茂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执行董事会25日宣布世界银行首席执
行官、保加利亚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利
娜·格奥尔基耶娃被选为该组织新一任
总裁，她将于10月1日上任，任期5年。

IMF执董会表示，格奥尔基耶娃
将接替已经离任的克里斯蒂娜·拉加
德，成为该组织1944年成立以来首位
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总裁。

格奥尔基耶娃在当选后发表声明
说，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继续令人失望、贸
易紧张局势持续、债务处于历史高位，执
掌IMF责任巨大。她认为，IMF当前的
首要任务是帮助各国将危机风险降到最

低，并做好应对经济下滑的准备。
格奥尔基耶娃指出，IMF也不应忽

视长期目标，应该支持稳健的货币、财
政和结构性政策以推动经济更强劲增
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这也意味着应对不
平等、气候变化风险和快速的技术变革
等问题。她坚信IMF应通过国际合作
帮助确保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
她希望进一步强化IMF职能，使它更
具前瞻性和更关注成员国的需要。

格奥尔基耶娃1953年出生于保
加利亚首都索非亚，1993年进入世行
担任环境经济学家，2008年被任命为
世行副行长。从2010年起，格奥尔基
耶娃曾先后担任欧盟委员会委员和副

主席。2017年1月起，格奥尔基耶娃
担任世行首席执行官。

今年7月2日，欧洲理事会提名
拉加德担任下任欧洲央行行长。7月
16日，IMF执董会宣布接受拉加德辞
去IMF总裁一职的请求，随后公布新
总裁遴选流程。8月2日，欧盟28国
财政部长决定提名格奥尔基耶娃为
IMF总裁候选人。本月9日，IMF执
董会宣布格奥尔基耶娃为下任IMF
总裁的唯一提名人选。

自70多年前世行和IMF成立以
来，美欧保持长期“默契”：世行行长一
直由最大股东美国的提名人选担任，而
IMF总裁一直由欧洲的提名人选担任。

IMF执董会宣布格奥尔基耶娃出任新总裁
⬅9月25日，在位于美

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总部，克里斯塔利娜·格奥
尔基耶娃准备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法新

9月26日，据法国多家媒体报道，法国前总
统希拉克逝世，享年86岁。

这是2007年2月15日拍摄的时任法国总统
希拉克在戛纳出席第24届法非首脑会议的资料
照片。 新华社/法新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逝世

9月25日，在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伊
朗总统鲁哈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

鲁哈尼25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
时邀请各国加入伊朗主导的霍尔木兹和平计划，
以维护地区安全。他重申伊朗拒绝在美国制裁压
力下与之谈判。 新华社/美联

伊朗总统提出霍尔木兹和平计划

9月25日，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右）和总理内
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握手。

里夫林25日晚宣布，正式授权现任总理内塔
尼亚胡组建新一届政府。在获得组阁权后，内塔
尼亚胡须在不超过42天的期限内完成组阁。

新华社/法新

以色列总统授权内塔尼亚胡组阁

美媒称波音与狮航空难家属
达成首个赔偿协议

新华社华盛顿9月25日电 据美国媒体25日
报道，波音公司已经与去年10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
空公司波音737-8客机事故中一些遇难者的家属达
成首个赔偿协议，每名遇难者对应的赔偿金额至少
为120万美元。但波音公司发言人对此未予置评。

第74届联合国大
会期间，联合国召开了
一次可持续发展目标
峰会，邀请各国元首和
政府首脑就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
展情况进行全面审
议。峰会上，中国在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
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从可望提前10年实现
2030年议程首项目标
——消除贫困，到基本
实现全民医保覆盖，再
到全面推进国土绿化
行动，中国推动落实该
议程的努力和成果收
获了一致好评。

实际上，不仅是扶贫工作，中国
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整体都得到各方
好评。

王毅在峰会发言中说，中国崇尚
教育为本，2017年中国小学和初中
教育完成率接近100%；加快健康中
国建设，基本实现全民医保覆盖；全
面推进国土绿化行动，2000 年至
2017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有四分之
一来自中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说，
中国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领军
者。中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坚
定履行承诺，特别是致力于消除贫
困、促进南南合作；中国也是促进性
别平等全球行动计划——《北京宣
言》的诞生地；中国还是联合国事业
的坚定支持者，不仅是第二大会费国
和维和摊款国，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重要出兵国。他感谢中方为联合国
推进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政治和财政支

持，感谢中方支持联合国协调应对在
和平与安全、人权、发展领域面临的全
球性挑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
说，中国不仅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而
且为未来发展打下牢固的工业和服务
业基础。另外，中国在环境保护、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和对教育的投
入，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

一些专家学者也表达了相似观
点。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在近日
发表于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的《有中
国特色的可持续性》一文中说，身处气
候变化的当下，中国转变经济模式，改
变燃料来源，发展新交通系统，以环保
方式开展城市化，它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已经成为引领全球的一个范例，其
他国家应当认真关注。

（新华社联合国9月25日电 记
者林远）

减贫成就广获认可 多方“点赞”中国经验

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南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
章各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凤凰初兰联通业务专营店遗
失中国联通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
南海口市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
用 凭 证:29737501、29737515、
29738301、29738801、29739200、
29740000、20108500、20553150、
20553648、20553649、20553650、
20554901、20554902、20554950、
25122100，25120001-25120050、
25120051-25120100、25120101-
25120150、25120151-25120200、
25120201-25120250、
25120251-25120300、
25120301-25120350、
25120351-25120400、
25120401-25120450、
25120451-25120500，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符绩轩遗失坐落于文昌市重兴
镇联星村民委员会岭后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
第052124号，特此声明。▲海口琼山王良利服装店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7MA5T0MPT9L，声 明
作废。▲海口美兰符国庄早餐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108600310747，声明作废。▲海南兴泰源船务有限公司遗失
水路运输许可证副本，证号：交琼
XK0168，声明作废。▲儋州那大超靓服装店遗失儋州
市工行城北支行开户许可证的原
始 凭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24484801，声明作废。▲经营者：梅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69003600242075，
声明作废。▲儋州那大甜不甜饮品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31538467，声明作废。▲沈秀艳遗失绿地集团海口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绿地海德公
馆房款收据壹张，收据编号：
0006589，金额：360000.00元，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保亭野林黑鸡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
别号：46003568729696X，声明作
废。
▲东方市聚宝家私广场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460032196309260016，声 明 作
废。
▲凌钰海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
450881198907284438，特此声明。
▲文昌新桥春福种养专业合作社
遗失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万佳贸易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H）
4601003001038-13,声明作废。

广告

注销公告
三亚高原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460200062323622J，住所：
三亚市吉阳镇荔枝沟社区学院路
高知园，法定代表人：念姗，业务主
管单位：三亚市教育局，拟定注销
时间：2019年9年24日)拟向三亚
市民政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登报45天内到本幼儿园办理
相关事宜。

▲陵水椰林北斗云情阁烟酒店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2460000MA5T7TF643,声明作
废。
▲海口龙华黄宏汝代办投递服务
点遗失营业执照（正本1本、副本1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60106MA5RYOYU8R，声明
作废。▲陵水英州天堂金福开发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 证 ，开 户 许 可 证 号 ：6410-
00166203；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6410011194501，声明作废。▲海南海岛四季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
废。▲海口秀英冯琼花光鸡鸭摊位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105600051581，声明作废。▲海南朗润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一本，税号：琼
国税登字 460100747759875 号，
声明作废。▲海南中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章均未备案，现声明遗失
作废。▲ 王 小 尾 （ 身 份 证 号:
460003199710087784）遗失护士
执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201646002790，执业地点:儋州鸿
卫医院,声明作废。▲许振照、陈兰凤、许振辉等十人
遗失座落于秀英区东山镇环湖村
委会大坡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
号:海口市集用（2010）第053049
号,声明作废。▲文昌市张昌晖商住楼项目遗失
文昌市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
证 号:( 临) 建 字 第
469005201600165号，特此声明。▲海南恒翔佳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海口龙华靓岛家居建材行第一门

市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601002050214，税务登记证

正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10076748862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龙华靓岛家居建材行（普通合
伙）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G8106W, 组 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组织机构代
码：MA5RG8106，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100760377900,声明作废。

▲潘淑琴不慎遗失万宁市中等卫
生职业技术学校毕业证书，编号:
万卫字(92)77号，特此声明。
▲澄迈县金江镇启蒙幼儿园遗失
办学许可证副本，编号：教民
146902760000111号，声明作废。
▲李春花、翁书美不慎遗失集体土
地使用证，土地证号：W0200382，
特此声明。
▲海南三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顾明英遗失中南西海岸B32-
1108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170034064，金额：100000元
整,声明作废。
▲海南耀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不慎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海口海甸支行
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37441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儋州建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拟向
儋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债
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鸿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供电劳动服务公司（注册号：
20135253-9）拟向海南省三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和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天内到本中心办理相关事

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鑫碧保洁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海南东方神维爱科乐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07MA5T5BXL1K）经 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

万元减至300万元。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海南东方神维爱科乐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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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湖南省衡五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
东方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综合楼工
程项目，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公安
局，现已完成施工合同约定工程
量，已峻工验收。为切实维护农民
工的合法权益，防止拖欠农民工工
资情况的产生，根据省、市、区人民
政府有关精神，现予以公示。如有
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及材料款现
象，请携有关证据于2019年10月
15日前向湖南省衡五建设有限公
司举报。联系人：王总；联系电话：
13876861112 0734- 8241038
建设单位：东方市公安局。施工单
位：湖南省衡五建设有限公司。特
此公告！湖南省衡五建设有限公
司 2019年9月26日

注销公告
海口太新工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100000081420）拟向海口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来本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锦奇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1003241712522）
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
天内来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漪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100000101684）拟向海口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来本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耀腾志成环保有限公司拟向
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南省融中兴华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庄依晴、
蔡运康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
劳人仲案字﹝2019﹞第 163、179
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
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
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联系电
话：0898- 66568110）领取裁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19年9月26日

声明
依据我司与海口市琼山区铁桥社
区居委会林村居民小组签订的
2016年5月31日《集体留用地合
作开发协议》约定，位于海口市滨
江路林村处的集体留用地开发项
目系我司与林村居民小组合作开
发的项目，我司从未委托任何人对
外招商。近期发现社会上有不明
人员假借该项目名义对外招商，骗
取他人财物，务请市民提高警惕勿
轻信该等不明人员的不实言辞，避
免上当受骗造成损失，特此声明。

海南德凯隆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更正
朱汝清2019年8月13日在海南日
报刊登的《债权转让通知》中

“（2017）琼民终1485号民事判决
书”应更正为“（2016）琼民终1485
号民事判决书”，特此更正。

作废声明
澄迈鸿润驾校有限公司因变更法
人，原法人章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