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5个成员国3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结
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明年正式签署协议。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的重大突破性进展。

在RCEP数年谈判过程中，中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
主义升温的情况下，RCEP将有助于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提振市场信心，也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有利于早日达成建设东亚共同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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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遗 失典 当

广告

▲海南昌江明宇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
别号：460031681189418，声明作
废。
▲东方市八所第五季百货便利店
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69007600018030，
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绿意酒家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31570417，声明作废。
▲广州广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儋州分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003557358210，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310201，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310301，声明作废。
▲五指山意洋科技电脑店不慎遗
失 金 税 盘 ， 盘 号:44-
66172638214，声明作废。
▲海南津冀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张文忠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一期A3栋505房收据叁张
号 码 为 ：0000635、0000407、
0000485声明作废。
▲王泽豪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二期A2栋707房收据叁张
号 码 为 ：0006549、0004817、
0000043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美好家园餐饮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证 号 ：
469035601101381，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美好家园餐饮店遗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6638901，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美好家园餐饮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
JY24690290004792，声明作废。

声明
我 司 业 主 周 瑾（身 份 证 号 ：

422129197109020583）于 2016

年6月3日在我司海南天籁谷休闲

养生会馆项目贷款购买房号为D4

栋2单元201号房，网签合同编号

为 DAL000011426；由于业主自

身原因银行征信无法通过，无法办

理贷款，业主本人拒不配合公司办

理退房手续；我公司特此登报作废

网签合同编号为DAL000011426

的网签购房合同，并向定安县住房

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申请作废网签

合同编号为DAL000011426的网

签购房合同并注销合同备案。

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5日

注销公告
三亚利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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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告
海南渔膳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杨亮与被申请人你公

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109号）定于2019年12

月17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无

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西沙

路 6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751119）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开庭通知书等，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1月4日

遗失声明
琼海博鳌海鲜广场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46000220003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利友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02000000728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鑫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02002008173，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聚康源石材经销部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徐国前遗失座落于美兰区大致
坡镇咸来村委会官桥海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1）第017212号,声明作废。
▲徐国前遗失座落于美兰区大致
坡镇咸来村委会官桥海村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1）第017224号,声明作废。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D6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902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E2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914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D3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903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D7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898号，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海南天宝工贸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9036069697360Y）经公司股
东会决定，注册资本由原500万元
人民币整减少至 50万元人民币
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联系人：李军
电话:15808935553，特此公告。

公告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保亭供电
局（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5901704566X）,拟开展
债权债务清理工作，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此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局申报确认。海南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保亭供电局2019年11月4日

注销公告
三亚鑫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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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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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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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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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海南杰盈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超、符建淦、朱

春娜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

人仲案字〔2019〕第114-116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

请书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0898-

66522077），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0年1月14日

下午3点整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1月4日

清算公告
我公司中标施工的白沙县交通扶

贫农村公路桥梁建设及危桥改道

项目——细水乡罗任新村漫水桥

改建工程(第二批)项目已于2019

年07月08日完工，并已经办理完

竣工验收、工程决算等一切手续。

现登报通知:所有涉及本项目有关

的债权人，请于本通知见报之日起

一百八十天内与我公司联系并办

理结清事宜，过期不予受理。联系

单位:江西赣基集团工程有限公

司 联系部门:工程部 联系电话:

0792一8326260 联系人:杨先生

减资公告
海南弘鑫运输发展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 91460000MA5T80AJ55 经
公司股东会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壹仟
万元人民币整减少至伍拾万元人
民币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A1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896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D1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904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D5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901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B1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899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A3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897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B2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900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E1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913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A2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895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D2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906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镇
水涯新区五小区D4型别墅的房产
证，证号：文昌市房权证文房证字
第05905号，特此声明。
▲符健遗失座落于文城镇文兴路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文国用
（2010）第W0104552 号，特此声
明。

▲符健遗失座落于文城镇文兴路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文国用
（2010）第W0104551 号，特此声
明。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件
号：海高新审建字2019-27号，声
明作废。
▲海口利钧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5892991201 ）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吴坤兴遗失2013年1月12日与
符惠煌签订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
海府路12号海汽机关大院2单元
6幢7层705房的《转让购房协议》
一份和收据两张，金额：壹万元整
和柒万贰仟元整，声明作废。
▲刘玲遗失坐落于海口市秀英区
长滨四路10号海长流一期1号楼
8层804房的不动产权证，证号：琼
（2018）海 口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7696号，特此声明。
▲吴川雄遗失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不动产权证号：1998- 16-
0166，声明作废。
▲文昌会文蒲益得养生馆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51570093，声明作废。
▲陈积皇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 码:460033198206024470，特
此声明。
▲王秀梅不慎遗失文昌市文琼兴
发贸易有限公司开发的绿岛文化
园4号楼1402房的税收电子转账
专用完税证（契税）一张，编号：
（2006）琼地电转00189046号，特
此声明。
▲姜淑琴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2 栋 1109号房的1张交房收
款流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
NO:0003442，金额为3611元；），
现声明作废。

▲洋浦南方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因

财务专用章磨损，声明作废。

▲琼中禄鼎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代 码 ：

91460000MA5T98PD9P）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顺航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特

此声明。

▲临高县妇女联合会工会委员会

不慎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证书

号 为 ：81469024MC326200X6，

声明作废。

▲海南绿保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金

贸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9940903，声明作废。

▲崔日春不慎遗失房产证一本，证

号为：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

第0035697号，声明作废。

▲海南佳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位于定安县定城镇塔岭开发

区富民大道龙福花园F栋306房

的房产证一本，证号：房权证定城

镇字第0008552号，声明作废。

▲李建权遗失坐落于万宁市兴隆

旅游区兴梅大道西侧--兴隆太阳

谷温泉城6号楼6206室不动产权

证，房产证号:琼(2017)万宁市不

动产权第002737号，声明作废。

▲陈樱之遗失中南西海岸B30-

503 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o19 17046994， 金 额:

200000.00元,声明作废。

▲陈朝阳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36197606034154，流 水 号:

4600015627，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优通电信营业厅遗失

海南电信资金往来专用收据一张，

收据编号：0565850，声明作废。

新华社惠灵顿11月4日电（记
者郭磊）新西兰总理办公室4日在惠
灵顿发布消息说，新西兰与中国当天
宣布正式结束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
定升级谈判，新西兰政府对此表示赞
赏，并对升级版自贸协定充满期待。

根据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新
西兰总理阿德恩当天表示：“（新中两
国结束自贸协定升级谈判）说明两国

都高度重视彼此关系，并致力于在互
惠互利基础上扩大合作。”

新西兰贸易部长戴维·帕克当天
也对媒体表示，2008年新中两国签署
了自贸协定，如今两国政府仍致力于
不断更新和加深经贸合作。新西兰政
府乐见本地出口商尽快享受新中自贸
协定升级将带来的红利。

帕克还表示，升级版自贸协定体

现出两国政府在环境保护和低碳减排
方面的决心和承诺，他对中国在这些
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赞赏。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吴玺对新华社
记者说，两国结束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是双方落实今年4月两国领导人会晤
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将进一步深化
双边关系。同时，升级后的自贸协定
将给双方贸易合作带来更大活力。

2008年中国与新西兰签署自贸
协定，这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
一份自贸协定。在国际经贸规则和
贸易活动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
新双方于2016年 11月启动自贸协
定升级谈判，以准确反映两国双边经
贸关系快速、动态、与时俱进的发展
需要，并以此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

据悉，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对原
有的海关程序与合作、原产地规则及技
术性贸易壁垒等章节进行了进一步升
级，新增了电子商务、环境与贸易、竞
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章节。双方还在
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市场准入、自然
人移动和投资等方面作出新的承诺。
中国和新西兰的出口商都将从升级后
更加便利的贸易规则中获益。

中国与新西兰结束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新增电子商务、环境与贸易、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章节

RCEP“大迈步”
利好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科学突破奖”举行颁奖典礼
据新华社旧金山11月3日电（记者吴晓凌）全

球奖金额度最高的科学奖“科学突破奖”3日在美国
旧金山湾区的美国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颁发新一
届奖项，基础物理学、数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一批
顶尖科学家分享总额超过2000万美元的奖金。

“科学突破奖”是目前全球奖金额度最高的科学
奖，被誉为“科学界的奥斯卡”。

创立于2012年的“科学突破奖”每年颁发一次，
这次颁发的是“2020年科学突破奖”，其中包括1个

“基础物理学突破奖”、1个“数学突破奖”和4个“生命
科学突破奖”，每个奖项的奖金都是300万美元。

“基础物理学突破奖”颁给“事件视界望远镜”
项目，该国际合作项目今年4月发布人类获得的
首张黑洞照片；“数学突破奖”颁给芝加哥大学的
亚历克斯·埃斯金，表彰其在阿贝尔微分模空间的
动力学和几何学上取得的革命性突破；“生命科学
突破奖”颁给洛克菲勒大学的杰弗里·弗里德曼等
5人，其中有2人分享1个奖项。

此外，还有3名数学家和9名物理学家分别
获得面向年轻学者的“2020年新视野数学奖”和

“2020年新视野物理学奖”，其中包括来自加州理
工学院的数学家朱歆文和物理学家陈谐，这12人
将分享总额为60万美元的奖金。

当天还颁发了特设奖项——“2019年基础物
理学特别突破奖”。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塞尔吉
奥·费拉拉等3人因超引力理论方面的研究获奖，
他们将分享300万美元奖金。

11月4日，“雪龙2”号停靠澳大利亚霍巴特港。
当日，经过20天海上航行，搭载着中国第36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的“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
冰船停靠澳大利亚霍巴特港，这也是首航南极的
“雪龙2”号首次停靠外港。 新华社发

“雪龙2”号首次停靠外港

越南警方拘捕8名
组织介绍他人非法出境的嫌疑人

新华社河内11月4日电 据越通社4日报道，
越南中部义安省公安部门已拘捕8名涉嫌组织介绍
他人非法出境或协助他人在境外非法滞留的人员。

越通社援引义安省公安厅厅长阮友求的话报
道说，目前义安省有21户家庭报告与赴英亲人失
联，有关部门已从这些家庭提取DNA样本等，以
备核实比对。

据越南政府门户网站消息，越南公安部部长
苏林4日表示，越公安部工作组已经抵达英国，与
英国警方合作开展遇难者身份核实工作。

RCEP呼之欲出
东亚共同体更进一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15个成员国3日在泰国曼谷
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
间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
市场准入谈判，明年将正式签署协
议。这标志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一个世界上人
口最多、成员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
的自贸区呼之欲出。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
杂变化，世界经济增长呈放缓趋势，保
护主义愈演愈烈，多边规则和国际秩
序受到冲击，这给包括东亚在内的世
界各国带来新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
下，RCEP谈判取得重大突破传递出
这样的信息：坚持多边主义、推动经济
一体化是本区域国家的广泛共识。

RCEP 由东盟 10 国于 2012 年
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等国共同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
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的
自由贸易协定。协定达成后将成为
全球涵盖人口最多、最具潜力的区
域自贸协定之一。

达成RCEP是包括东盟国家在
内的相关各方多年的期盼。今年以
来，RCEP谈判进程加速，各方展现
出比以往更积极的政治意愿，背后所
体现的共同推进合作共赢的向心力，
在当前全球贸易局势动荡的背景下
尤具特殊意义。早日达成RCEP协
定不仅有利于缓解当前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也必
将有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维
护自由贸易，提振市场信心。

（据新华社曼谷 11月 4日电
记者林昊 谢美华）

利好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情绪
冲击，当前全球经济整体呈现放缓趋势，特
别是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受到各种力量侵蚀，
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分
析人士认为，值此关键时期，RCEP进展对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经济全球化和市场都是
重大利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所长姜跃春指出，RCEP一旦达成，将有利
于应对单边主义，特别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
义的负面影响，能促进整个国际贸易的良性
循环，给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强大推动力。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兹
米·哈桑认为，RCEP谈判进展证明，尽管
某些国家实行单边主义，多边主义依然“充
满活力”。

中国驻东盟大使黄溪连日前表示，
RCEP对于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发展和全球
经贸增长，维护自由、开放、包容和多边贸
易体制，创造有利于贸易投资发展的区域
政策环境至关重要。早日达成协定有利于
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实现各国
互利共赢。

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明朗

亚太地区是当前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板块
之一。RCEP将使亚太经济一体化前景趋于明
朗，有利于区域内的贸易平衡、产业创新和就业
扩大。

姜跃春认为，RCEP将对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亚太区域合作路径一
直在探索，应该说RCEP是目前较多国家能够
接受的合作方案。协定达成后，将更有利于本
地区贸易交流和投资，以及整个地区的经济发
展，有利于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进而推动未来
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

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才表示，
RCEP将成为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
要机制，随着 RCEP 的推进，亚洲区域价值
链会变得更加紧密。在RCEP、“一带一路”
倡议驱动下，中国与东盟必将更加密切展
开合作，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主
要动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认
为，RCEP将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几
大领域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一旦协议签
署，将有助于RCEP成员国更好融入全球经济
一体化中。

中国方案助力谈判惠及民众

在RCEP数年谈判过程中，中国的作用和智慧
不可或缺。今年8月，RCEP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
行。这是在RCEP谈判关键阶段举办的一次重要会
议，促成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

黄溪连说，中方高度重视RCEP谈判，积极发挥
建设性作用，坚定支持东盟在谈判中的核心地位，秉
持互利共赢的原则参与谈判，得到各方高度评价。

余淼杰认为，在RCEP成员国中，中国的经济
体量最大，中国市场对其他国家有着巨大吸引
力，中国经济总量以及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立
场，决定了中国在RCEP谈判中发挥的作用越来
越明显。

姜跃春说，RCEP有助于扩大中国同本地区其
他国家的经贸和投资往来，为中国出口和投资打开
更大空间。对中国消费者而言，有更多优质外国产
品以较低关税进入中国市场，也能更好满足民众日
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表
示，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是驱动经济全球化
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
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RCEP有利于开
发区域合作潜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

(新华社曼谷11月4日电 记者林昊 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