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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商铺及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海南分界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开发和营运管理主体，现将位于分界
洲岛旅游区内的40多家商铺、部分海域使用权（用于经营水上
自行车和海钓）、潜水、海底观光艇、珊瑚观光艇、动感飞艇、海
洋剧场、海上娱乐项目（含拖伞、摩托艇、快艇、香蕉船、海上滑
板、水上飞龙、水上城堡、水上勇士、帆船等）对外公开招标。招
标文件请登陆本公司官网（http://www.hnfjz.com/）获取，投
标截止日为2019年11月27日。

联系人：谢建堂 联系电话：0898-31817771
海南分界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0日

公 告
陈艳斌：

现向你公告送达《缴纳罚款催告书》（海安监催[2019]01号），
主要内容：陈艳斌（身份证号为：4325241970****0359）至今未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海安监罚[2019]10号）处罚决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现催告你履
行以上决定，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
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有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的
规定，你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和
申辩，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本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即视为送达。

琼海市应急管理局
2019年11月8日

▲马振熬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楼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132801，金额
200,000元。声明作废。
▲本人孙松贵、杜淑芹不慎遗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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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栋125房，票据编号NO:0000525，
金额：43112元整，现声明遗失。
▲澄迈金江华景酒店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一 本 ，注 册 号 ：
469027601102500，声明作废。
▲唐忠伟遗失海口市龙华区滨海
大道75号宝华海景公寓2楼11层
A1103 房 土 地 证 ，土 地 证 号
2012002821，现声明作废。
▲海南速韵达物流有限公司文昌
龙楼营业部不慎遗失经营快递业
务的分支机构名录，特此声明。
▲海南速韵达物流有限公司文昌
分公司不慎遗失经营快递业务的
分支机构名录，特此声明。

公 告 典 当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2019)琼0105执1798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袁秋琪与被
执行人朱振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2018)琼 0105民
初7355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本院在审理阶段依法保全查
封了被执行人朱振伟名下位于海
口市秀英区金福路6号文博府7栋
4层401房的房产，现因被执行人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拟对上述房产进行处置，
如对上述房产有异议者，请自公告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
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减资公告
三亚实安办公设备有限公司（9146
0200MA5RELEW5W）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原债
权债务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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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阳 18889246411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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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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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
年龄约 9 天，于
2017 年 7 月 7 日
在海口市美兰区
祥安花园小区围

墙边被捡拾。婴(儿)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
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
安置。联系电话:66270809
海口市民政局 2019年11月8日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稳中向
好、长期向好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也
不会改变。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
光明，也必然更加光明。”在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展望中国经济发
展大势，宣示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
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
信心与决心，彰显了保持经济长期健
康稳定发展的底气与定力，为世界经
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正能量。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
放 40 多年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
就，中华大地发生了沧桑巨变。中国

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
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
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近14
亿人口的大市场，必将成为世界经济
的增长之源、活力之源。从非凡的发
展历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世界好，
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自身发展，创
造了伟大奇迹，同时又通过自身发展
为世界进步贡献力量。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
光明，是因为我们在历史前进的逻辑
中前进。实践告诉我们，进行改革开

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
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巨大的发
展成就，是中国人民几十年含辛茹
苦、流血流汗干出来的。亿万人民凭
着一股开拓创新的拼劲，一股自力更
生的韧劲，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健康稳
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
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期稳
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展望
未来，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具备充足支撑条件。有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
治优势，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
族精神，有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发
展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巨大
发展韧性、潜力、回旋余地，有丰富的

宏观调控经验和充足的政策空间，我
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应对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推动经
济加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迎来更
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必然更加光
明，是因为我们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
发展。实践告诉我们，中国进行改革
开放，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
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
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不断扩大对
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
世界。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是在开放条
件下取得的，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也
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中国
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宣示的：“我们

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以
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
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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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同发展”。面
向未来，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
步不会停滞，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
的重要推动者，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
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天道酬勤，实干兴邦。面向未
来，中国将坚持新发展理念，继续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培育和壮
大新动能，不断推动转方式、调结构、
增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
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更多机遇，为世
界共同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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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1月，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提出，要在21世纪的头20年，使我国低水平的、
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发展到惠及十几
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时，第一次用“小康之家”四个字来描述我国现代
化的阶段性目标。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
提出到20世纪末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建
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
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
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
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
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到20世纪末，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
“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
到了小康水平。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我国要在本世纪头
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
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
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
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中共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
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
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
望，意义十分重大。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美确认我自产原料
禽肉监管体系与美等效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
人表示，2019年11月8日，美国《联邦纪事》公布
了中国自产原料禽肉输美的最终规则，确认中国
自产原料禽肉监管体系与美国等效。继加拿大、
墨西哥、智利等国家之后，中国也被列为有资格向
美国出口自产原料熟制禽肉的国家。此前，中国
自产原料熟制禽肉监管体系已顺利通过美国农业
部的文件审核和现场审核。

2004年5月，我国正式向美国提出熟制禽肉
对美出口问题，但美方一直以我国监管体系与美
方不等效、存在禽流感疫情等为由，拒绝进口。对
此，中国海关一方面坚持立场，指出美方不合理做
法，要求美方遵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有关
规定同意进口熟制禽肉；另一方面，向美方提交中
国熟制禽肉监管体系的详细材料供美方评估，争
取美方对我现有体系的认可，并先后9次接待美
国农业部来华检查，指导出口禽肉企业根据美国
进口要求完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2016年美国
确认中国出口禽肉加工监管体系与美国等效，允
许中国使用美国认可国家的禽肉作为原料加工后
向美国出口，但不允许使用自产原料熟制禽肉输
美。此次美国确认中国输美自产禽肉监管体系等
效，将对我国熟制禽肉输美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关注老人和儿童福祉、关注病患
人士健康，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也是
每个家庭的心愿。

在日本企业松下的展区，在展示
科技时尚产品的同时，专门开辟了健
康养老产品和理念展示区域。其中，
可“变身”的电动分离床最受关注。
看似一张普通床，其实是以中间为界
左右分为两部分，只要按动遥控器，
睡床的一部分便可以慢慢自动“折
叠”成轮椅，方便老人移动。

“看护人帮助老人翻身、下床，常
常很吃力，这款床解决了这个问题，而
且可以推着轮椅让老人到餐桌前与家
人共餐，感觉更温暖。”展台工作人员
宋文辉告诉记者，产品已经在日本养
老中心使用，计划于明年在中国上市。

科技改变生活，老人与孩子的笑
脸是科技真正服务生活的重要标志。

在意大利CARIOCA品牌展台
前，色彩缤纷的环境布置增添了俏皮
的味道。食品级色素制成的脸谱彩绘

笔、安全无毒可水洗的彩笔、小熊脸蛋
形状的蜡笔等绘画用品琳琅满目。

“CARIOCA 是意大利国民品
牌，专注儿童画材半个世纪，我们小
时候都用过。这几天有意大利参展
商经过展台很惊讶，不敢相信能在中
国与他们的童年记忆相遇。”展台工
作人员拉腊·佩莱里蒂说，CARIO-
CA已登陆中国市场并与晨光文具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借助进博
会的平台推介给更多家庭。

围绕老幼及特殊群体健康问
题，进博会上，各种体验更加丰富。
把骨密度检测仪搬到展台现场；通
过特殊装置，使参与者体验肌肉萎
缩无力或视线模糊状况下的生活，
加深对罕见病的理解……“进步温
度”与关怀无处不在，通过国家间、
企业间的分享，创新不断启迪智慧，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据新华社上海11月9日电 记者
于文静 侯雪静 温竞华）

乌干达、塞内加尔、黎巴嫩有什么
特产？这个问题未必人人都能回答。
在进博会上，观众却能一站集齐答案。

“今年我带来了咖啡、奶粉和芝
麻。我们的咖啡是通过有机方式种
植在鲁文佐里山脉，闻闻看有多香！”
来自乌干达国营企业有限公司的西
蒙·特韦恩说，去年进博会认识的很

多客商一直保持联系，有两家和他约
好今年进博会继续谈。

在第二届进博会上，40个最不
发达国家受邀免费参展。古朴的手
工围巾、皮具，纯天然的咖啡豆、宝石
等，与发达国家企业的高科技产品同
台展示，以独特的风情吸引了人们的
关注，多元化让“进博图景”更多彩。

在塞内加尔的展台前，由于语言
不通无法交流，参展商西尔维·皮尔谢
里很着急。现场的一位中国记者索性
拿起笔，帮助她在纸上写下“焦糖味腰
果”“辣椒和姜味腰果”“乳木果油”等
中文译名，令西尔维连声道谢。

漫步进博会展馆，可以感受到国家
不分大小、贫富，都能够自信地展示最

丰富的特产、最自豪的特色。参展商、
采购商互加微信、互联互通，交易的是
商品和服务，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

“我们的企业有500多年历史，专
注于制作手工香皂和护肤产品，我们
希望把黎巴嫩的特产介绍到中国。”黎
巴嫩KHAN AL SABOUN公司市
场和公关部经理阿米尔·哈桑说。

在日本泰尔茂株式会社展台前，
很多记者对着全球最细的胰岛素注射
针头NANOPASS Jr.产品拍照。这
个长度仅3毫米、直径0.18毫米的注
射针头，能够大大降低注射痛感，缓解
糖尿病患者自我注射中的不适。

“很多糖尿病患者一天要用三四支

针头，尤其是糖尿病患儿注射时针扎在
孩子身上、疼在妈妈心里，我们希望把
工匠精神融入科技中，体现人文关怀，
使治疗更安心。”泰尔茂进博会项目中
国负责人陈楠说，希望通过进博会推介
使NANOPASS Jr.早日在中国上市。

小物件里有乾坤，“大块头”也在

螺蛳壳里做道场。一些跨国大公司在
深耕传统业务的同时，从细处小处着
眼进行创新，寻找新潜力和增长点。

向日葵护肤霜、草莓洁面摩丝、
可可洗手粉……在农业与食品跨国
公司嘉吉的展台前，用食品“跨界”制
作的护肤品受到女性观众喜爱，小小

一罐“皮肤的甜品”让人爱不释手。
“围绕消费者对美好生活和产品

的需求，我们开始研发食物美丽护肤
产品。通过对食品的副产品进行研
发和再生产，比如从干柠檬皮中提取
纤维等方式，使原料更自然。”嘉吉中
国区总裁刘军说。

正如每朵花都有独特的芬芳，每扇窗打开都有不同的风光。在第二届进博会上，与
各种高大上展品和炫目黑科技毗邻，一些“小而美”、关注“人”本身的新产品新技术，以及
并不被熟知的国家特产纷纷亮相，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进博会的包容与温度。

每扇窗外都有不同的精彩
——从“小而美”展品看“进博温度”

瞄准“一杯咖啡”
里的中国大市场
——来自进博会的热点观察

围绕一杯咖啡，可以产生多少
商机？

从咖啡豆到咖啡粉，从咖啡机
到咖啡店物联网平台……正在举行
的第二届进博会上，世界各国企业
都瞄准了中国的咖啡市场，期望分
享中国消费升级“新蓝海”。

走进国家馆，老远就看到哥伦比
亚展位前排起了长队，人们正饶有兴
致地等待着试喝一杯咖啡。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咖啡产区之一，哥伦比亚
的参展商带来了娜玲珑、托利马、安
第佳等不同地区的多款咖啡。

漫步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咖
啡香味不时飘来。牙买加的蓝山咖
啡、印尼的爪哇咖啡、马来西亚的白
咖啡、埃塞俄比亚未加工的咖啡豆
等，各种风味的咖啡受到了采购商
和观众的广泛欢迎。

记者注意到，连科技生活区也随
处可见“咖啡”元素。豪华嵌入式咖
啡机，“无人售卖”胶囊咖啡机，全自
动咖啡机，远程遥控可同时制作两种
咖啡的智能机，冰箱搭载咖啡冲泡系
统……各种“黑科技”应用，让人们随
时随地可以享用到香醇的咖啡。

德国软件巨头SAP公司也“放
下身段”，为小小咖啡机提供物联
网、云数据解决方案。“一方面通过
海量数据记录每次冲泡温度、分析
客户满意度，从而改进冲泡口感、提
升服务；另一方面实时连接后端工
厂原材料供应，做到数字化精准管
理。”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有的咖啡机价格高达4万至5
万元，但参展商坦言“不愁卖”。中
国的咖啡市场在未来5至10年内
还将继续飞速增长，这是参展商们
的一致判断。

已进入中国市场20年的星巴
克，派出260位资深咖啡师在进博
会现场的19个点位免费提供咖啡
茶歇。

多位参展商坦言，任何一个想
成为世界品牌的企业，都不会忽视
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消费升级的大市
场。但是进入中国市场并非易事，
必须深刻理解中国消费者。希望借
助进博会找到更多中国合作伙伴，
更好地打开中国市场。

（据新华社上海 11月 9日电
记者姜琳 周琳）

小展品 | 螺蛳壳里做道场 小块头有大智慧

新特产 | 分享特色 共享发展

慢生活 | 不同的笑脸 共同的心愿

工作人员在天梭集团展台展示一款腕表。 新华社发工作人员在制作来自哥伦比亚的咖啡。 新华社发 通用汽车展台展出的跑车。新华社发

布隆伯格注册为
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

美国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8日在
亚拉巴马州递交材料，注册为2020年总统选举亚
拉巴马州民主党初选候选人。

布隆伯格在注册截止前几小时递交材料。除
他以外，亚拉巴马州有16名民主党竞选人。美联社
报道，布隆伯格还打算在阿肯色州递交材料并注册。

多家媒体报道，预期布隆伯格参选会分散其
他民主党竞选人所获支持，特别是前副总统乔·拜
登所获支持。

拜登8日晚些时候说，他不担心布隆伯格分
散选票，“迈克尔是个坚定的人，我与他竞赛没有
问题，没有（问题）”。

布隆伯格现年77岁，是彭博社创始人和首席
执行官，身家大约534亿美元，2002年至2013年
三度出任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市市长。他曾是共和
党人，后转为独立人士，去年注册为民主党人。

郑昊宁（据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