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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00）字第

45603号土地证和

补发不动产权证的通告
刘青利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白龙乡上丹村，使用权面积为
144.89 平 方 米 的 海 口 市 国 用
（2000）字第45603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经调查，上述《国有土地
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
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
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美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无
异议，我局将依法给刘青利补发上
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22日

关于土地权属异议征询的

通告
海资规[2019] 10212号

拟确权宗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东
门上街路市经济建设总公司住宅
楼，面积为141.57平方米，宗地四
至为:东至空地;南至道路;西至道
路;北至海南中实(集团)有限公
司。经审核，拟将上述宗地确认为
国有土地。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
异议的，请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15
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
局申述，逾期不主张申述则视该土
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
权属进行确认。特此通告。联系
人:陈瑞林，电话: 65800929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供 求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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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后园种养农业专业合作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460108MA5RGDUE9R）拟 向

海口市美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

工商所申请注销，请债务债务人见

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事宜。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澄不动产公(2019)5号

刘金良名下位于老城开发区澄江路

西侧四季康城一期AB区13号楼

401房《房屋所有权证》(澄房权证老

城私字第09430号)因不慎遗失，根

据权利人申请及《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现将该不动产权证书公告作废。如

有异议者，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以书面及相关证明材料向我

中心提出，公告期满无异议的，我中

心将依法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原

证作废。特此公告。澄迈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2019年3月29日

催款通知
海南苗丰种苗股份有限公司：你公

司以土地抵押向我典当公司借款

未还，2016年7月1日你司并借款

债务连带责任人林德、陈娇向我司

送达《借款债务确认及还款计划

书》，期间又多次口头承诺履债，但

至今分文未还。今特公告催款。

海口银谷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作废声明
我司于2019年 10月 13日在《海
南日报》A06版刊登的（公司分立
公告）因内容有误，现声明作废。

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海南涛峙于洋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柴韬智）；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2-1、2-2，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T47Q5XA，声 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兹新加坡三一国际学院于2019年
10月8日不慎遗失本学院公章和
私章，现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新加坡三一国际学院
2019年10月30日

法人变更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好朋友幼儿园拟变
更法人，由原法人吴秋南变更为现
法人黄燕君，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陵水农宝甜玉米果蔬产销农民专
业合作社拟向陵水黎族自治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社
办理相关事宜。

合同解除通知书
李相郁（LEE SANGWOOK，护
照号：M83015084）：你于2017年
11月1日与我公司签订《商铺租赁
合同书》，承租我公司位于古盐田
高尔夫俱乐部商业小镇的铺面。
截止目前，你已逾期九个月未交纳
租金及服务费。依据《商铺租赁合
同书》第四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
定，决定于2019年11月1日解除
与你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书》。
请于2019年11月15日前将商铺
内你所购置的物品设施清理搬出
并缴清所欠租金及服务费。逾期
不搬，我公司将依约处置，产生的
一切后果由你承担。特此通知。
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半岛置业分
公司 2019年10月31日

关于分公司注销公告
深圳中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经股东会决定予以注销，
并于2019年10月22日取得海南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准予注
销登记通知书”。
联 系 电 话 0571- 88845151-
8108 特此公告！

深圳中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仓库招租

海南海钢博亚酒店会展管理有限
公司现有位于海钢酒店后停车场
仓库3间，面积60平方米，对外招
租，价格面议。电话：68928326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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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南乐途农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白国用（1998）字第123号，声
明作废。
▲东方东海致万康大药房遗失中
国银行东方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32307701，账 号 ：
267528788018，声明作废。
▲汇光新能源（海南）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
州城北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35163601，
账号：2201079709200059987，声
明作废。
▲洋浦正信船务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为琼E18316的道路运输证，证
号462000061468，声明作废。
▲王荣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专项维修资
金收据，收据编号：雅恒0054685，
金额3,416.40元，声明作废。
▲周校宇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定金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131340，金额
200,000元，声明作废。
▲本人张承志不慎遗失海南省东
方市东方广华实业有限公司房地
产1张交房收款流程表收款交接
单票据，房号:碧海云天小区E2栋
1205房，票据编号NO:0007435，
金额：350元整，现声明遗失。
▲海南广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水域滩涂养殖证》，证号：琼儋
州市府（淡）养证【2012】第00006
号，声明作废。
▲吴雪清不慎遗失保险执业证书,
编 号:
02000146000080002016016269
现声明作废.

▲邬江不慎遗失导游证，导游证
号:UFN2546S，声明作废。
▲陈灵运遗失中南西海岸B17-
403 房 购 房 收 据 一 份 ，编 号:
0007632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顾锐不慎遗失坐落于万宁市万
城镇山泉海小区 10号楼 13A06
室房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万宁
市房权证万城字第1305561号，特
此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俏丽美发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
469027601107370，声明作废。
▲吴柳仪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419770225528X，特 此 声
明。
▲姚腾浩不慎遗失集体土地使用
证，土地证号：文集用（2011）第
060625号，特此声明
▲海南大富豪客运有限公司遗失
琼 C 65699 车辆营运证，证号：
469024060574，声明作废。
▲黄香菊遗失2015年二级建造师
继续教育（补修班）2017年十期 、
2016年二级建造师继续教育选修
课培训班（建筑工程专业课）十七
期、2016年二级建造师继续教育
选修课培训班（公共课）二十四期、
2017年海南省二级注册建造师继
续教育必修课（公共课）网络培训
班 十 四 期 ，证 书 编 号 ：
201704343，声明作废。
▲黄帅不慎遗失海南省机电工程
学 校 毕 业 证 ，证 号 为 ：
HN2016210530526，特此声明。
▲陈贵荣遗失坐落于蓬莱镇干塘
村委会加信后村的集体土地使用
证, 证 号: 文 集 用（2010）第
034043号,特此声明。

▲洋浦安捷实业有限公司因保管
不善，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邢诒旺遗失座落于东路镇宅基
地 批 准 书, 证 号: 文 国 土 基 字
（1994）第0009号,特此声明。
▲陵水毛岭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 账 号:
2201026409200030945，核准号:
J6410019573101，声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局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
码证，代码:046902900184530I，
声明作废。
▲海南省洋浦开发区济兴商务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28421102-8，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广州铁路公安局海口公安处杨
先 荣 遗 失 人 民 警 察 证 ，警 号
096658，特此声明作废。
▲万宁兴隆黄兴回春堂药店不慎
遗失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证书正本一本，证书编号：C-HN-
15-WN-0148，声明作废。
▲陈平妹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6198708108720，声明作废。
▲陈平妹遗失驾驶证，证号：
460006198708108720，声明作废。
▲许英梅遗失D12档口押金收据，
收据号码：2415292，金额：5400
元，声明作废。
▲陈承鑫遗失坐落于琼山县大致
坡镇的房产证，证号：000097，声
明作废。
▲ 曾 常 玲 （ 身 份 证 ：
460003199611196221）于 2017
年 11月19日在海口市妇幼保健
院出生一名男婴，姓名：罗昱辰，其
出生证遗失，编号：R460090356，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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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减资公告
中惠（海南）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798726395H，经 公 司
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投资总额由壹仟万美
元减少至伍拾万美元，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联系人:魏巍 联系电话:
14792935555

广告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1月8日下午15时在我公司拍卖

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1、对海南索特三汇实业公司债权及其从权
利，债权本金100万元，利息根据相关合同计算。拍卖参考价：人民
币150万元。保证金：50万元。2、对海南赣丰实业总公司债权及其
从权利，债权本金250万元，利息根据判决书计算。拍卖参考价：人
民币400万元。保证金：150万元。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但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上述债权转让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的人员。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11月
7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1月7日下午17时（以竞买保证金到
账为准）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室
联系电话：18689899998 0898-68551218
监督电话：0898-68513689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琼海市支行委托，由我司对琼海市嘉积镇

元亨街75m2商务金融用地及地上六层楼房总建筑面积420m2房地
产（以下简称“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参考价：298.24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30万元人民币。
2、拍卖时间：2019年11月12日上午10：30 。
3、拍卖地点：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善集路12号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琼海市支行会议室
4、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1

月11日17:00止。
5、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
6、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11月11日12:00前到账为准。
7、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

行：工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2201 0208 0920 0042 968 。
8、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91112拍卖会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9、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净价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

自行办理，相关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689563567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2833592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恢195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喀什富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执
行人喀什易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西安市长安区华龙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潘著林、海南秦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2018)琼01执恢195号执行裁定,查封合同备案在被执行人西安市长安
区华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丘海大道“紫泉花坊”
小区A栋紫檀阁101房(合同备案号:L00024608)、301房(合同备案号:
L00024614)、503房(合同备案号：L00024622)、1008房(合同备案号:
L00024625)；A栋紫藤阁201房(合同备案号:L00024618)、202房(合同
备案号:L00024632)、203房(合同备案号:L00024631)、208房(合同备
案号:L00024630)、1001房(合同备案号:L00024621)、1008房(合同备
案号:L00024629);C栋冬青阁201房(合同备案号:L00024768)、202
房(合同备案号:L00024767)、208房(合同备案号:L00024757):E栋泉
萦阁 3A02 房 (合同备案号:L00026981)、3A03 房 (合同备案号:
L00026982)、501房(合同备案号:L00026983)、508房(合同备案号:
L00026984)的房产。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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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并确认，由我公司对以

下涉案需变现财产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南君士实业贸
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涯湖开发区10820.05平方米国有土
地使用权中的40%（4328.0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
（籍）字第S0176号】。参考价：3316.56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
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11月20日9:0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收取竞买保
证金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19年11月18日16:00止（以款到
账为准）。4、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
2019年11月18日16:00止。5、报名地点：海口市华海路安海大厦
8A4房。6、标的瑕疵说明：该宗土地属于不可分割土地，无法分割办
证。7、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银
行：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39250188000155194。缴款用途
处注明：（2019）龙法拍委字第3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
缴纳。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华海路安海大厦8A4房。联系电话：
0898-66243059。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新华社联合国10月29日电（记
者王建刚）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29
日审议人权问题时，绝大多数国家表
示坚决反对美国等国家借涉疆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通过共同发言、单独
发言等形式，支持中方在新疆采取的
反恐举措。

白俄罗斯代表54个国家作共同
发言，赞赏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
际人权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积极评价
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的成效，认
为这些举措扭转了新疆安全形势，有
效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基本人权；反

对有关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对别
国进行点名指责和公开施压，呼吁有
关国家停止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

巴基斯坦、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
也在会上发言，赞赏中国为促进和保
护人权作出的努力及取得的巨大成
就，支持中方在新疆采取的反恐举措，
反对有关国家借人权问题挑起对抗、
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

针对美国、英国等个别国家就涉
疆问题发表的不实之词，中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张军予以严厉驳斥。张军表
示，美国、英国等国在涉疆等问题上无
理指责中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蓄意

在联合国挑起对抗，中方对此坚决反
对、绝不接受。

张军强调，美国的种种论调颠倒
黑白，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在人权
领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新疆采取
的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于法有
据、顺应民意，不是人权问题，更与种
族歧视无关。无论个别国家如何巧舌
如簧，都抹杀不了新疆人权事业的历
史性成就，否定不了新疆反恐和去极
端化举措的显著成效，改变不了中方
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

张军强调指出，美国的种种论调
暗藏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完全是别

有用心。人权从来都是美国搞霸权主
义、强权政治的工具。所谓关心人权，
不过是美国干涉别国内政时一个伪善
的借口。美国一再借涉疆问题对中国
指手画脚，造谣污蔑，目的就是破坏中
国稳定，阻挠中国发展，用心十分险
恶，图谋不会得逞。

张军还表示，美国的种种论调不
得人心，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白
俄罗斯代表54个国家作共同发言，巴
基斯坦、俄罗斯等国也纷纷发言，积极
评价中国人权成就和新疆反恐和去极
端化举措。今年3月，中国完成了第
三轮国别人权审议，120多个国家高

度赞扬中国人权成就。今年7月，50
个国家联合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
席和人权高专，明确支持中方在新疆
采取的举措。这充分说明，世界人民
的眼睛是雪亮的，公道自在人心。我
们正告美国及有关国家，不要站在国
际社会的对立面，不要在错误的道路
上越走越远。有的国家手上沾满了鲜
血，有何资格在这里指责别人、说三道
四？展望未来，中国将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不懈地保
护和促进人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
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中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绝大多数国家坚决反对美国等国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宣布辞职

这是10月21日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在首
都贝鲁特东南的巴卜达宫出席记者会的资料照片。

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29日宣布辞职，并于
当天向总统米歇尔·奥恩递交了辞呈。 新华社/路透

英国议会下院通过提前大选法案
据新华社伦敦10月29日电（记者桂涛 顾震

球）英国议会下院29日投票通过了英国政府提
出的一项法案，同意在12月12日提前举行大选。

当天，英国议会下院在经过辩论后，以438票
支持、2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英国政府提出
的于12月12日举行大选的法案。该法案仍需议
会上院批准。如获批准，这将是英国近百年来首
次在圣诞节所在的12月举行大选。

新华社圣地亚哥10月30日电（记者尹南 张
笑然）智利总统皮涅拉30日上午在总统府发表电
视讲话，宣布智利政府放弃主办原定分别于今年
11月和12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先应对
国内局势。

皮涅拉说，最近两周来智利国内形势困难，考
虑到目前政府需要优先重建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安
全和社会安定，推动新的社会计划迅速有力实施，
以回应民众要求，政府做出了这一艰难的决定。

皮涅拉对这一决定引起的问题和不便深表遗
憾，重申APEC对于智利经济的重要性以及智利
对采取有效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本月中旬以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公交系统
票价上涨引发了一系列抗议活动。皮涅拉19日
凌晨宣布圣地亚哥进入紧急状态，军方当天宣布
在圣地亚哥实施宵禁。

智利宣布放弃主办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人民至上的制度追求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
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
托”。金秋十月，一首老歌再度成为亿
万中国人热情传唱的旋律。它唱出了
共和国对人民的眷顾和呵护，唱出了
人民对共和国的感恩和深情。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不
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更是
祖国发展的受益者。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
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将提升人民福祉作为
目标。”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
为中心，是中国大地不断创造奇迹
的力量源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人均预期寿命从 35 岁
增加到 77 岁，从文盲率 80%到实
现基础教育全民普及……新中国
70年，也正是中国人民福祉不断提
升的70年。

“为了提高人民福祉，中国的政策
规划者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样
的制度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美国前
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说。

统筹协调的制度特色

“中国政治中的开放与活力，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参与过中国两会
报道的斯里兰卡记者雪尔顿·班达拉
的感慨。在采访报道中，他目睹了各
界代表在两会这样的机制下充分发表
意见、参与国家治理。

中国政府在决策中越来越充分结
合广大基层和社会各界的意见。这样
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制度设计，在许
多外国人士看来，是中国制度力量的
重要表现之一。

当前，世界上一些国家不能很好
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而中国
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令人瞩目。西班

牙《起义报》刊文说，中国在大力发展
经济的同时审时度势，缜密考虑改革
措施的影响，充分协调了改革、发展、
稳定三者的关系。

在各个层面，中国的制度设计都显
现出善于统筹平衡的特色：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市场
活力与政府调控有机结合；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
制度设计善于有机协调各方面因素、资
源和力量，以实现全面、平衡、长远发展。

“中国人天生就是体系思考者。”
新加坡创新战略学者查理·安认为。

因时而谋的制度创新

今年7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

布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已经连续第四
年保持上升势头，排在第14位，比去
年上升三个位次。中国创新能力持续
提升，与善于改革创新的中国制度体
系密不可分。

70 年来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充分证明中国制度具有强大自我
完善能力：在保持稳定性与连续性的
同时，它能够根据时代发展不断作出
改革调整。

进入新时代，中国把“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顺应改革发
展的形势变化，以推动形成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

印度著名汉学家狄伯杰认为，

中国人以创新思维致力于深化改
革，制度变革是中国释放生产力的
主要因素。

积淀深厚的制度土壤

思所从来，知所将往。中国制度
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还缘于它的根基
扎得牢、文化积淀深。

数千年中华历史文化传承，为
今天中国各项制度的建立提供了
丰饶的思想土壤。民惟邦本、中道
和谐、选贤任能等优秀传统思想，
持续为今天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
有益启示。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问题专家彼得·诺兰认为，中
国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都要接受“为
人民服务”的教育，以及根据儒家思想
制定的严谨道德标准，这是中国体制
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带着5000年文明的优秀基因，有
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的不懈探
索，善于开拓创新的中华民族，一定能
将中国制度体系打造得更加完善，让
它不仅造福中华民族，也为世界其他
国家发展提供更多有益借鉴。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记者
郑汉根 韩冰 杜白羽）

中国制度的世界回响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德国《时代》周报记者费利克斯·李在北京南站采访时注意到，如今对时速

350公里的复兴号列车感到好奇、忙着拍照留影的，已基本只有外国人。中国乘客对领跑世界的这一高
铁体系，已是习以为常。

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群众游行的欢乐盛况登上法国《费加罗报》网站首页头条，报道引用政治分
析人士的话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中国奇迹”如今已是国际舆论中的热词。曾几何时，西方某些人鼓吹的所谓“社会主义失败论”“历
史终结论”等论调，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发展现实面前，早已成为无力的呻吟。取而代之的是，国际社会开
始努力探寻创造“中国奇迹”背后的制度“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