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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口新都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A-01026，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龙飞伟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100000026971，税务登记证
正 、副 本 ，税 务 证 号 ：
460100793118091，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印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南瑞安盛达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营业部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16348801，
特此声明。
▲吴爱香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海口市国用（95）字第 19532
号，声明作废。
▲海南省宜宾商会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32202701，声
明作废。
▲海口龙华菲兰特水暖商行遗失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中铁物流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陈延泗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080012002196，声明作
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中心幼
儿园工会委员会不慎将海南省白
沙农商银行七坊支行开户许可证
丢失，账号：1013524400000105，
核准号：J6410039216101，特此声
明作废。
▲覃惠昆遗失座落于陵水县陵城
双拥路房产证，证号为：陵房权证
陵字第2800号，特此声明。

▲樊金丽不慎遗失导游证，导游证
号：DVX9366X，声明作废。

广告

遗失声明
三亚兴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20137153-7；税务登记证正本、副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声
明作废。
▲海南金泰川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深圳市希玛特识别系统有限
公司开具的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联及抵扣联）一张，发票代
码 ：4403183130，发 票 号 码 ：
06217762，已盖发票章，特此声
明。
▲林万华不慎遗失不动产权证书，
产权证号：琼（2019）万宁市不动
产权第0005416号，特此声明。
▲海南大福龙江美丽乡村建设有
限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澄迈县文儒镇红岗居居民委员
会原公章损坏，现声明作废。
▲本人刘宝伦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2号岛280栋2803号房
的房款收据1份，收据编号：hhd
2038406，金额 10017元，特此声
明作废。
▲海口龙华誉心隆大药房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西流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32015839430，特此声明
作废。
▲曾瑞章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03196112262411，流水号：
460000194919，声明作废。
▲侯佳兵遗失中南西海岸B29-
702 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170034858，金额 257556 元 ,声
明作废。
▲山西省长治市韩店镇体育巷14
号李建生不慎遗失《游艇适航证
书》，船名为帛生号，船舶识别号为
CN20111593462，船检登记号为
2012S2102338，证 书 编 号 为
801180581，现声明作废。
▲吕林欣不慎遗失五指山怡景花
园A2栋801房票据叁张号码为：
0004543、0008900、0009115 声
明作废。
▲李平东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编
号：4601080018008484，声明作
废。
▲符基乐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潭牛
镇中心村委会企路一村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第
027923号，特此声明。
▲海南省地方志学会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昂立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754386157B），经股东
会 决 议 注 册 资 本 由 原 来 的
100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10
万元人民 币，原债权债务人自登
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我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海南昂立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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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昌江县建筑公司石碌镇建筑公司：
我单位在实施白沙县牙叉到儋州
南辰公路第二期牙叉到可任段工
程项目时，拖欠你公司工程款1.96
万元，该工程在1994年完工，历时
久远无法联系到你公司偿还此笔
款项，请你公司相关人员于见报之
日起45日内联系我单位办理还款
相关事宜，逾期未办理视为放弃该
款 项 ，联 系 电 话 ：0898-
27728489。白沙黎族自治县交通
运输局 2019年11月7日

声明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海秀路17号丽
都花园 B 幢 205、301、305、503、
601的房屋属于海南省农业机械
研究所所有。现在严正声明任何
人存放于上述房屋内的物品，自本
声明发布之日起限期 10天内搬
离，若不搬离海南省农业机械研究
所将自行处理。

海南省机械研究所
2019年11月9日

注销公告
三亚兴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天
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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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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洋浦威盛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300735826815Q）拟向海南

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

内到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
海南新浪爱问普惠科技有限公司

(91469027MA5RE7DK20) 经 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0万减少

至4386.8万，原债权债务不变，请

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注销公告
保亭响水岸水槟榔种植专业合作

社 （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34690356989214683）拟向海南

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45天内到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认尸启事
我院颅脑外科于
2019年10月31日
20:30收治一名40
岁左右的男性危重
患者，籍贯、住址等

不详。该患者于2019年11月06
日凌晨3点经医治无效死亡。望
其家属见报后速来处理其后事，自
登报之日起，逾期一个月，将按无
名尸体处理。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2019年11月9日

▲海口龙华君雅居私房菜馆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健普市场推广服务中
心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洁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09-1305购房相关收据3张，编
号HN1841943房款，HN1841944
维修基金，HN1841945代收费，声
明作废。
▲王荣青不慎遗失坐落于万宁市
万城镇万州大道东侧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证号:万国用(2008)字
第101202号，声明作废。
▲吴光武建设位置于万宁市万城
镇三联村委会2队的海南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万城镇乡
字第(2018)0618号，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粉黛佳人养生会所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469031MA5REU7F6C
声明作废。
▲文昌市溪田符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座落于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
南侧地段的土地使用证，证号：琼
2017文昌市不动产权第0005542
号，现特此声明作废。
▲文昌市溪田符置业有限公司遗
失座落于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道
南侧地段的土地使用证，证号：琼
2017文昌市不动产权第0005540
号，现特此声明作废。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
看看”“中国将张开双臂，为各国提供
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
遇”。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
郑重宣示了中国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 5 个方面举措，鲜明体现了
新时代中国的开放自信，彰显了以实
际行动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责
任担当。

新中国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
强、砥砺前行，依靠自己的辛勤和汗
水，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

就，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
奇。同时，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
设，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
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历史和现实给
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中国发
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
国。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
会越开越大。”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
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始终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始终是各国拓
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始终是全球治
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继续完善
开放格局、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继
续深化多双边合作、继续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宣布的
这 5 个方面举措，是中国坚持对外

开 放 基 本 国 策 ，坚 持 以 开 放 促 改
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务实选择，表明中
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
略，实行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政策，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行动
一以贯之，表明中国推动更高水平
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
会停滞。中国共产党刚刚举行了
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坚持
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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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包括
很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举
措。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这是
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既发
展自己又造福世界是中国的真诚愿
望。中国将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
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加重视进口的作
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
界经济增长扩大空间。中国将继续
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大胆
闯，打造开放新高地，继续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并将制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新的国家战略，增强开放联
动效应。中国将继续针对制约经济
发展的突出矛盾，在关键环节和重要
领域加快改革步伐，不断完善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营造

尊重知识价值的环境。中国支持对
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愿同更
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将
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
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共
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中国
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
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
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

向前。唯有顺应时代潮流，才能实现
共同发展。面向未来，一个开放的中
国、发展的中国，必将为世界经济增
长带来新的更多机遇，为推动经济全
球化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论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全面提升中希合作交流水平 推动金砖峰会取得丰硕成果
——写在习近平主席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之际

应希腊共和国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博索纳罗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0日至15日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
赴巴西出席在巴西利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中国元首外交再度起航。

全面提升中希合作交流水平，为中欧关系发展增添新动力；推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国际社会增添新动力，注入正能
量。习近平主席此次跨洋之旅，将继续展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担当和作为。

爱琴海岸，古希腊文明跨越千年，
成为孕育欧洲文明的摇篮。而在亚欧
大陆的另一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成
为东方文明的杰出代表。同为文明古
国，中希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民众
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访问希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分
别同帕夫洛普洛斯总统、米佐塔基斯
总理会谈，巩固两国政治互信与传统
友谊，深化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等领域
务实合作，践行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两国领导人还
将进行文化交流互动，共同提倡文明
对话。双方将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规划双
边关系发展蓝图，签署投资、教育等政
府间合作文件以及港口、金融、能源等
领域商业协议。

这是今年中国元首对欧洲方向的
又一次重要访问，也是中国国家主席
时隔11年再次访希，对中希关系发展
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也将为中欧关系发展和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中希是相互尊重、守望相助的好
朋友，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
真朋友，是人民友好的亲朋友，是

“17+1”合作的新朋友。
自2006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以来，中希传统友谊得以巩固，高
层交往更为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中希关系正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
家之间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

中希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希腊是
较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
间合作文件的欧盟国家，希腊总理两
次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希腊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投资
目的地国之一，比雷埃夫斯港项目成
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
希腊今年正式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机制，使“16＋1”升级为“17＋1”。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为东西

方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和传承者，中希
两国可以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
问题和挑战提供智慧和启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
所长崔洪建认为，中希两国具有广阔的
合作前景。习近平主席此访将巩固两
国合作成果，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此
外，中欧关系处于关键发展期，面对国
际上不确定和不稳定性挑战，中希良
好互动也将对其他欧洲国家起到示范
作用，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风雨兼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
走进第二个“金色十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将
于11月13日至14日在巴西首都巴
西利亚举行。届时，习近平主席将出
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领导人
会晤闭门会议、公开会议、金砖国家领
导人同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和新开发

银行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并发表重要
讲话。会议将发表领导人宣言。习近
平主席还将同其他与会国家领导人举
行双边会见，就双边关系、金砖合作等
问题交换看法。

十多年来，金砖国家国力不断增
强。据估算，2018年五国经济总量约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52％，贸易总额

占世界16.28％。各国间合作持续走
深走实，金砖国家影响力已经超越五
国范畴，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
全球治理、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
设性力量。

人们期待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取得丰硕成果：深化伙伴关系，保持金砖
合作的积极势头；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

善和加强全球治理；顺应新工业革命潮
流，助力五国经济转型升级；丰富务实合
作内涵，巩固“三轮驱动”合作架构。

在当前国际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的背景
下，国际社会将目光投向金砖。中国社
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巴西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认为，此次峰

会将释放明确信号，即五个新兴国家
延续了合作态势，将对全球政治经济
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峰会将在
激发多边主义活力方面释放正能量。

周志伟说，国际社会希望发展中
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拥有更大
发言权，形成合力推动这一体系向更
加公平公正方向发展。

跨越山海，多姿多彩的拉美大陆
再度迎来中国贵宾。

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一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举行会谈，签署多
领域合作文件。

作为东西半球最有代表性的新
兴市场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巴两国建交45年来，双方始终相
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成为
发展中大国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
典范。巴西是拉美国家中最早与

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
家，中国已连续十年保持巴西第一
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
国地位，去年中巴贸易额超过千亿
美元。

此次会谈是中巴元首一个月

内第二次举行会谈。当前，中巴都
处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元首外
交将继续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向前
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郭存海表示，此

次会谈将继续深化巩固中巴关系。与
此同时，中拉彼此互为发展机遇，会谈
也将推动中拉交流合作发展，推动构
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记者
赵嫣）

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规划中希关系发展蓝图

推动金砖峰会取得成功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作贡献

系紧中巴合作纽带 推进双方务实合作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

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标志着我国终于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我国对外开放事业进
入一个新的阶段。

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提出关于恢复在
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1995年，世贸组
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中国复关谈判也转为入世谈
判。1997年8月，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世贸组织
市场准入谈判的双边协议，新西兰成为第一个与
中国结束双边谈判的西方国家。1999年11月，
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双边协
议，这是中国进入WTO的关键性一步。2000年
5月，中国与欧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
双边协议。2001年9月，中国与墨西哥结束了关
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至此全部完成
了与世贸组织成员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
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的法律文件，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中国
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同年12月11日，我国
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加入世贸组织，充分展示了我国顺应经济全
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积极姿
态。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赢得了更加良好的国
际环境，有力地促进了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体制
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增强我国
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上符合我国的
利益需要。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有许多参加了首届进博会的公司又活跃在第
二届进博会的展台上，成为进博会上的“回头
客”。图为11月8日，人们在第二届进博会装备
展区的美国通用电气展台参观。 新华社发

单日客流创新高
第二届进博会人气足

据新华社上海11月8日电（记者周蕊 王优
玲）记者从8日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新闻
通气会上获悉，第二届进博会前3日单日客流量
均高于首届，其中6日达到22.7万人次，为举办场
所——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落成以来最大单日客
流，比首届同日增加25%。

国家展是第二届进博会的人气展馆，世界各
地的历史古迹、特色景观、风土人情吸睛无数，展
台亮点活动也悉数登场。这个展馆在6日迎来首
个客流高峰，最大实时在馆人数超过万人。

企业展除了人气旺盛，新品首发和参展采购
团的对接签约活动等也精彩纷呈。截至11月7
日，共举办258场配套活动，包括政策解读、新品
展示、对接签约、研究发布、公益演出等类别。其
中，北厅展示发布平台以互动演示及走秀形式举
行发布活动25场，文化公益演出活动32场，共有
约1200家参展商和2600家采购商实现多轮次

“一对一”现场对接洽谈，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协议
千余项；同时，一批世界500强和龙头企业已经正
式签约第三届进口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