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

劳动节

元旦

经国务院批准，2020年节假日安排为：

清明节

春节

国庆节
中秋节

1月1日放假，共1天

1月24日至30日放假调休，共7天，1月
19日（星期日）、2月1日（星期六）上班

4月4日至6日放假调休，共3天

5月1日至5日放假调休，共5天，4月26
日（星期日）、5月9日（星期六）上班

6月25日至27日放假调休，共3天，6月
28日（星期日）上班

10月1日至8日放假调休，共8天，9月27
日（星期日）、10月10日（星期六）上班

制图/陈海冰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总书记关切开放事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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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重庆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原件，发票代
码:5000162320，发 票 号 码:
21648022-21648024，特此声明。

▲五指山市凌飞少年足球俱乐部
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证
号 ：M4046900102546670M，特
此声明作废。
▲文昌金沙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法定代表人黄良才私章一枚，
声明作废。
▲海南垦建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
码：G10460106005805308，声明
作废。
▲澄迈县教育科技发展基金会遗
失琼财非税（2013）4号海南省公
益事业接受捐赠统一收据第二联
两 张 ，票 号 分 别 为 ：0080281、
0122738，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广告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公章因破
损，现声明作废。
▲张靓靓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昌洒
镇月亮湾大道08号（雅居乐月亮
湾A-5幢2单元2105房）的不动
产权证,证号:琼（2018）文昌市不
动产权第0017327号，特此声明。
▲王仁刚、王命球、王仁强遗失座
落于秀英区东山镇东山村委会上
北星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
海口市集用（2011）第002237号，
声明作废。
▲连继东不慎遗失五指山怡景花
园A2栋202房收据壹张号码为：
0002184 金额：20000 元,声明
作废。
▲覃德妹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注册号：469003600053020，
声明作废。
▲海南太阳神影音公司遗失公章，
声明作废。
▲王华玲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99000012000143，特此声
明。
▲洋浦康泰美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黄惠玲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景业清水
湾3号一期A-36号房的房款收据
一张，收据编号：005065，金额：
1413313元。声明作废。
▲叶保杰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铺前镇七岭村委会后坑村的农村
宅 基 地 使 用 证 ，证 号:
2010010402，文 集 用（2010）第
010402号，特此声明。
▲东方八所凤姐布艺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07MA5RR7P65P，声明作
废。
▲海南问渡策划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玫，现声明作废。
▲临高县博厚镇工会委员会开户
许可证，编号为J6410012907501
已丢失，现声明该证作废。
▲吉才池不慎遗失“三亚中升宏达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合同一
份，合同编号0000056，特此声明。
▲俞建金不慎遗失海洋渔业职务
船 员 证 书 ，证 书 号 码 ：
350128196501037679，证 书 等
级：一级，证书职务：船长，声明作
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征询土地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2019）11875号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城东

社区河口路(琼山区滨江路西侧)，

用地面积为548.78平方米,其中地

块 一 332.57 平 方 米 及 地 块 二

216.21平方米，现将两宗地确权为

国有土地(未利用地)。凡对上述土

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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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分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诉则视

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

土地权属进行确认。特此通知。

2019年11月13日

减资公告
海南盈顺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28MA5RCR6G9U，由 原

注册资本伍佰万圆减至壹佰万圆，

其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万宁张氏鹏程工贸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91469006730066466C，经股
东会议决定，注册资本由1000万
元人民币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
原债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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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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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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收回租赁场地的公告
我公司（原海南省地矿局创业服务
中心）与海口文庄医院有限公司签
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将于2019
年11月30日租赁期满。从2019
年12月1日起，我公司将依法收回
位于南沙路66号地质大厦第一、
第二层房产，终止租赁合同，不再
出租给海口文庄医院从事经营活
动。特此敬告相关人士周知。

海南地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公告
海南大洋湾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赫与你公司劳
动 争 议 一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19〕第337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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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上午9时整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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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公告
自2019年4月至10月，我公司员
工邢旋、李珩娜、郑宏杰、李孙平等
四人已连续旷工超过15天或累计
旷工超过30天。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公司的《规章
制度汇编》之规定。现请上述四人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公
司人力资源科说明旷工理由或陈
述申辩意见，未在规定时间内说明
旷工理由的，视为自动离职，公司
将依法依规处理。特此公告

昌江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1月22日

公告
海南前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李凤捷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387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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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23285），逾期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2020年1月14日上午9时整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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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海南诺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观悦观澜湖项目25-01-
05地块投标保证金收据，收据号
码：2713555，金额：20000元，声
明作废。
▲海南银贸进出口有限公司公章
磨损，声明作废。
▲海口如梦令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工商银行对公账户卡，卡号：
2201020909200322580，声明作
废。
▲文昌市潭牛镇二公堆村民委员
会老太村民小组不慎遗文昌农商
银行潭牛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为 J6410014414801 特此声明作
废。
▲冯辉不慎遗失注册会计师非执
业 会 员 证 ，证 书 编 号 ：
4620180042，特此声明。
▲符玉智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上名山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09880号，
声明作废。
▲东方王氏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37173001，声明作废。
▲三亚嘉雄贸易有限公司财务章
遗失，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南昌11月21日电（记
者温馨 程迪）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和江西省委共同举办的“中国共产
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江西的实践”专题
宣介会2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

宣介会以“为人民谋幸福：政党
的使命”为主题，向外国政党政要介绍
新中国7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十九届
四中全会主要精神和地方党委促进发

展、减贫脱贫、改善民生的生动实践。
来自60多个国家、50多个政党的300
多名政党领导人和代表与会。

中联部部长宋涛在致辞中表示，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
渝的初心和使命。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新成就。

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
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方向、目标及举措。始终
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
当家作主，是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
系的本质属性；让改革发展的最新成
果最大程度惠及全体人民，是中国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
要目标。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
政党一道，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探索建立新型政党关系，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在致辞中表
示，江西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
牢记初心使命，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

福现代化江西。
与会外方代表表示，中共十九届

四中全会是中共在新时代为实现更好
发展作出的重要部署，为各国政党提
高执政能力和水平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发展
中国家加快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的国际情怀和担当。我们愿同中
国共产党加强互学互鉴，增进各领域
务实合作，推动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江西的实践”
专题宣介会在南昌举行

“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习近
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
会上掷地有声的话语，拉开了中国金
融业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的大幕。

在过去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先
后推出了一系列重大金融开放举措
——放开外资持股比例上限、取消
QFII/R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限
制……大批国际长期投资者竞相登陆
中国市场，分享新机遇，共创新未来。

“雷厉风行，这次的力
度确实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
上关于金融开放的那些话，我们至今
记忆犹新，而且切身感受到了正在逐
一落实。”瑞银证券董事长钱于军回忆
起此轮扩大金融开放时，重点提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
年年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当天上午讲完话，
下午人民银行就宣布了金融业扩大对
外开放的具体内容。我还记得那天是
4月10日，等到了4月28日，证监会
就宣布了有关外资证券公司可以增持
股比到51%的公告，我们在5月2日
就递交了材料，到11月份就拿到了批
文。”钱于军感慨道，“在当年度而且只
用了这么短的时间走完流程，真切地
感受到了中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承诺
的落实速度。”

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宣布
将深化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开放举措，将
原来规定的2021年取消证券、期货、寿
险外资股比限制提前至2020年。这让
钱于军对未来更充满了期待。“雷厉风
行，这一轮金融开放的力度确实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
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
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
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钱于军认为，更加开放的金融体
系能够提升中国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
的实力，这为中国金融业参与国际竞
争提供了坚实基础，能培养出一个强
大的母国市场支撑中国金融业走向国
际市场。

“凡事都有个过程，现在我们看到
了扩大开放的趋势性方向，节奏也在
不断加快，而且是坚定不移地推动开
放。”钱于军说，希望能够作为外资的
排头兵，继续充分用好政策给我们的
空间，全力以赴地发展在华业务，融入
中国市场，贡献国际经验和智慧，与大
家一起，打造一个充满活力、更富有竞
争力的中国金融业态。

“抓住增长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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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在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

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

改革的推进，星展银行从中看到了新
机遇。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环球
交易服务部总监布鲁斯·阿尔特
（Bruce Alter）在 上 海 工 作 近 10
年。热衷学习中文的他有着一个雅致
的中文名字——欧阳博思。

“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
的博览会，进博会体现了中国不断开
放的信心；作为一家外资银行，我们切
身体会到中国金融开放的脚步给银行
业带来的改变和机遇。”在参加完刚刚
闭幕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后，欧阳博思感慨地说。

2018年3月26日，我国首个国际
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
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上海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指定星展银行为境外保证金
存管行，成为首只人民币原油期货的唯
一外资境外存管行。当时亲历现场的
欧阳博思，站在锣声鸣响的上海期货交
易所交易大厅，心中感到无比激动。“中
国首个原油期货挂牌上市，并以人民币
计价，是全球能源期货市场的大事件。”

欧阳博思介绍，“抓住增长新机
遇”恰恰是星展集团不久前在上海召
开全球董事会的主题。“栽得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我们对中国金融改革开
放充满期待，将始终伴随中国金融开
放的脚步，进一步结合在亚洲的网络
优势，坚定地依托中国的发展而发

展。”欧阳博思说。

“因为开放和竞争，发
展得更为精彩”

伴随着一系列开放措施的宣布和
落地，海外资金加速布局中国市场。
人民币资产成了国际投资机构不可或
缺的配置资产。

中国人民银行10月31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外资持有中
国股票、债券规模分别达1.8万亿元、
2.2万亿元，双双创出新高，较2018年
底持仓增幅分别达53.56%、23.4%。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境外投资者净增持中国债券713亿美
元，净增持上市股票185亿美元。根
据中央结算公司最新数据，截至10月
末，外资已连续11个月增持中国债
券，继续刷新历史纪录。

截至10月末，共有2345家境外
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相比之下，2018年底的机构存量
才1186家。相当于今年以来市场参
与机构的数量翻了一番。

“近年来，中国深化和扩大资本市
场改革开放，债市开放利好频传。当
前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银行间债券
市场和债券通三个主要渠道并行的机
制为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债市提供了多
种选择。后续出台的各类优惠政策，
则给予了外资机构更多的配置激励。”

美国银行中国区行政总裁王伟说，中
国不断完善和改进现有投资机制，这
些政策安排都进一步提升了投资的便
利性和可行性。

王伟表示，中国债券市场总规模
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外资持仓占比
不到3%，中国债市增配仍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根据此前的市场预期，中
国债券纳入全球性指数后，或将带来
逾千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不仅是债券市场，外资机构对中国
的股票市场也很有兴趣。“那些与中国
经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新经济类型企
业，它们的行业增长率可能会是经济增
速的1.5倍，甚至更高。”钱于军认为，国
际长期投资机构都有意愿配置投资这
样的企业，通过自己的投资共同分享中
国经济转型发展带来的成果。

“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人民币汇
率稳定性较高，中国经济自身吸引力
大。而且，中国提速金融市场改革开
放，为市场繁荣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市
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进一步提升了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创兴银行深圳分
行行长兰沙丽说，金融业扩大对外开
放，就意味着更多外资流入，中国市场
基础设施与规则等“软件”与国际接
轨，与全球金融市场构成互联互通的
整体。“中国金融市场也一定会因为开
放和竞争，发展得更为精彩。”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记者
刘开雄 有之炘 孙飞）

百舸争流逐浪行
——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竞相登陆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加强
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要坚持夯实基础、确
保产能，因地制宜、综合治理，依法严
管、良田粮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等
原则，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确
保到2022年全国建成10亿亩集中连
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生

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以此稳定保障
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到2035年全
国高标准农田保有量进一步提高，不
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基础。

《意见》强调，要构建集中统一高
效的管理新体制。一是统一规划布
局。修编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集中力量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
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建设高标准农田。二是统一建设标

准。研究制定分区域、分类型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标准及定额，健全耕地质
量监测评价标准。三是统一组织实
施。及时分解落实高标准农田年度建
设任务，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四
是统一验收考核。按照粮食安全省长
责任制考核要求，进一步完善高标准
农田建设评价制度，强化评价结果运
用。五是统一上图入库。建立农田管
理大数据平台，把各级农田建设项目

各阶段相关信息上图入库，建成全国
农田建设“一张图”和监管系统。

《意见》明确，要强化资金投入和
机制创新。建立健全农田建设投入稳
定增长机制，将农田建设作为财政支
出重点事项。发挥政府投入引导和撬
动作用，完善新增耕地指标调剂收益
使用机制。开展绿色农田建设示范，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整县示范。建立
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机制，明确管护

主体，落实管护责任，确保建成的工程
设施正常运行。

《意见》要求，农田建设实行中央
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群众参
与的工作机制。加大基础支撑，推进
农田建设法规制度建设。严格保护利
用，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要划为永久
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加强风险
防控和工作指导，强化农田建设资金
全过程绩效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明年节假日放假安排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记者安蓓）中

国政府网21日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0年
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关于2020年节假日放假安排，国家发展改革
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按照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及往年惯例，为避免
调整相邻周休日对正常工作生活节奏的影响，元旦
逢周三只在当天放假，不再调休相邻周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劳动节适
逢春夏相交、气候宜人，很多民众都希望在春暖花
开的时候外出旅游、探亲、休闲。为了回应人民群
众的呼声。2020年劳动节通过调休形成5天假
期，顺应社情民意，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
化多样化的需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指出，2020年中
秋节恰逢10月1日，与国庆节重合。按照相关放
假原则，国庆节放假3天，中秋节放假1天，若国
庆节与中秋节重合或相连则放假4天，通过调休
相邻周六、周日形成8天长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形成

2011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宣
布：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
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
现有法可依，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
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
共同努力，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
成就。1982年通过了现行宪法，此后又根据客观
形势的发展需要，先后通过了五个宪法修正案。
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
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
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
中清理工作。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
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
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
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
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它的形成，是中国社会主
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体现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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