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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3 日电
（记者罗沙 杨维汉）7编加附则、84
章、1260条，每一条都与你我息息相
关……23日开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现场，一本本厚
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
案）》摆放在与会人员面前。这也是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与2017年制定的
民法总则“合体”后，首次以完整版中
国民法典草案的形式亮相。

民法是法律体系这座“大厦”
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我国的民法
典编纂工作采取“两步走”：第一步
出台民法总则；第二步编纂民法典

各分编，并将修改完善的各分编草
案同民法总则合并为完整的民法
典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据悉，2018 年 8 月以来，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第七
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

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对民法典各分
编草案进行了审议。目前，民法典
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
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六个
分编草案已经全部完成了二审，其
中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侵权责
任编三个分编草案完成了三审。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各次审议后，
广泛征求各界意见。近日，全国人
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各方意见
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审议，
并将民法总则编入草案，重新编排
条文序号，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草案）》。

“完整版”中国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

证券法修订草案迎来四审
有哪些新变化？

备受关注的证券法修订草案23日迎来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四次审议。与此前的三次审议稿相
比，草案四审稿从证券发行制度、证券民事诉讼赔
偿、提高证券违法成本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

不再规定核准制
为注册制分步实施留空间

证券发行制度是证券法修改的重中之重。草案
四审稿按照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基本定位规定证券发
行制度，不再规定核准制。同时，为有关板块、有关证
券品种分步实施注册制的进程安排，留出法律空间。

业内人士认为，草案四审稿在体现改革前瞻
性的同时从中国资本市场实际出发，为继续稳妥
实施注册制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具体看来，证
券法修订草案四审稿将三审稿“证券发行”一章中
的“一般规定”和“科创板注册制的特别规定”两节
合并作出修改。

一是精简优化证券发行条件。将发行股票应
当“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改为“具有持续经营
能力”。同时大幅度简化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二是调整证券发行程序。在规定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责证券发行申请注
册的基础上，取消发审委制度。明确按照国务院
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证券交易所
等可以审核公开发行证券申请，并授权国务院规
定证券公开发行注册的具体办法。

三是强化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披露。按照注册
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要求，增加规定发行人报
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
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内容应当真
实、准确、完整。

四是为实践中注册制的分步实施留出制度空
间，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由国
务院规定。

证券民事诉讼迎来新突破
作为提高证券违法成本的重要环节，在加大

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同时，应当充分发挥民事
赔偿的作用。然而一直以来，证券民事诉讼具有
涉及投资者人数众多，单个投资者起诉成本高、起
诉意愿不强等特点。

对此，草案四审稿增加了相应规定。修订草
案明确，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等证券民事赔偿诉
讼，可能存在有相同诉讼请求的其他众多投资者
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该诉讼请求的案
件情况，通知投资者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
记。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投
资者发生效力。同时，投资者保护机构受五十名
以上投资者要求，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并为
经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登
记，但投资者明确表示不参加该诉讼的除外。

证券违法成本较大幅度提高
相比草案三审稿，四审稿进一步加大对证券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显著提高证券违法成本，严
厉惩治并震慑违法行为人。

草案四审稿明确，对相关证券违法行为，有违
法所得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同时，较大幅度地
提高行政罚款额度，按照违法所得计算罚款幅度
的，处罚标准由原来的一至五倍，提高到一至十倍。

针对欺诈发行行为，四审稿规定，发行人在其
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
大虚假内容，尚未发行证券的，处以二百万元以上
至二千万元以下罚款；已经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
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
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负有责任的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荐人等都将被
处以一定金额的罚款。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记者赵晓辉 刘慧）

看点一
禁止高利放贷

民法典草案合同编明确规定：禁
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

“在基础法律中明确禁止高利
贷，代表着在国家层面对高利贷进行
坚决禁止和严厉打击的态度。”北京
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
任孟强说。

网贷变成“套路贷”，“现金贷”变
身高利贷……近年来，民间借贷领域
问题频出，既影响正常金融秩序，也
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隐患，亟需通过
法律进行规范。

孟强说，这一规定在继承现行合
同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作出了更加
明确的宣示，也与最高人民法院近年
来制定的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相衔接，为应对民间借贷领域有关
问题提供更加充分的法律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
表示，我国无论是法律传统还是人
们的普遍认知，对高利贷行为都是
保持一贯的否定态度，形成了社会
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共识。此外，

禁止高利贷也是为了鼓励人们将更
多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这在当前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有
重要现实意义。

看点二
明确“机关、企业、学

校等”的防止性骚扰责任

此次提交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人
格权编中，对此前草案规定的“用人
单位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制止
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作出修改，将“用人单位”修改为“机
关、企业、学校等单位”。

随着近期曝出个别高校教师性
骚扰学生的消息，社会各界对完善法
律法规防止、惩治性骚扰行为的呼声
进一步高涨。建立防止性骚扰的“防
火墙”，必须明确容易发生性骚扰的
单位、场所的有关责任。

“机关企业是利用从属关系实施
性骚扰的多发场所，而学校则是未成
年人和年轻人最为集中的地方。从
劳动关系上来看，这些地方确实不都
是用人单位。”孟强说，这一修改实际
上将负有防止性骚扰责任的单位范
围进一步明确，也让法律在防止职场

和校园性骚扰方面更有针对性。
“对于性骚扰，其实还有不少需

要明确的问题，例如构成性骚扰的行
为界限在哪儿，生活中大家开的一些
玩笑究竟是否属于性骚扰，机关企业
学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有效
防范性骚扰等。”王轶表示，这些问题
一方面需要通过有关单位的摸索实
践来积累和形成共识，为司法机关办
理案件提供事实依据，一方面也需要
通过法律的实施、司法的案例来让纸
面上的条文落到实处。

看点三
婚前隐瞒重大疾病，

撤销婚姻找法院

如果发现爱人婚前身患顽疾却
故意隐瞒，这样的婚姻基础还存在
吗？此前提请审议的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草案三审稿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
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
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婚
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
婚姻。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对此修
改为，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撤销权。

孟强表示，实践中，婚姻登记机
关更多是对结婚登记的要件形式进

行审查，而婚姻登记机关既没有能
力、也没有法定职权对于一方是否健
康、是否隐瞒重大疾病等事实进行核
实和认定，所以这项职权交由法院来
行使更有可操作性。

王轶说：“家庭关系的核心和基
础就是夫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无效婚姻的撤销权交给人民法院
这样的司法机关来行使，其审慎程度
是远高于婚姻登记机关的。这体现
出民法典在立法理念上对‘家庭’的
高度重视。”

王轶同时表示，现实中对于“重
大疾病”的具体名类难以明确规定，
因此该条款具有相对开放性，授权法
官在审判实践中积累经验和共识。
在判断是否构成足以撤销婚姻的重
大疾病时，法官一定要征求相关领域
人士的专业意见，作为个案处理判断
的重要依据。

看点四
防止高空抛物坠物，

物业要尽安全责任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高空抛物坠
物事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悬在城
市上空的痛”。之前提请审议的民法

典侵权责任编草案规定，建筑物管理
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
止高空抛物坠物情形的发生。

孟强认为，相对于此前提请审议
的草案，这次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
新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筑物管理人
主要是指物业服务企业，能够有效督
促物业服务企业负起责任，及时检
查、维修、加固高楼外部设施，加强对
业主的宣传教育，在必要的地方安装
能够拍摄高空抛物坠物的摄像头等
设备，为有关部门及时调查高空抛物
坠物事件提供证据等。

王轶表示，大多数情形下，建筑
物的管理人是由物业服务企业担当，
明确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
有利于裁判者在面对具体纠纷裁断
时进行法条适用。

“在治理这一‘顽疾’的过程中，要
充分协调发挥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
事责任的作用。对于高空抛物坠物
致人损害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
任；没有构成犯罪但违反了行政法
有关规定的，要追究行政责任；同时给
受害人造成损失的，要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多管齐下综合发力。”王轶说。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记者
罗沙 白阳)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为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经国务院
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近日印
发通知，自2020年1月1日起，调整
部分商品进口关税。

为积极扩大进口，激发进口潜力，
优化进口结构，自2020年1月1日起，
我国将对850余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
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其中，为更
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适度增加国内
相对紧缺或具有国外特色的日用消费

品进口，新增或降低冻猪肉、冷冻鳄
梨、非冷冻橙汁等商品进口暂定税率；
为降低用药成本，促进新药生产，对用
于治疗哮喘的生物碱类药品和生产新
型糖尿病治疗药品的原料实施零关
税；为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零部件进
口，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新增或降
低半导体检测分选编带机、高压涡轮
间隙控制阀门、自动变速箱用液力变
矩器和铝阀芯、铌铁、多元件集成电路
存储器、大轴胶片原料、光刻胶用分散
液、培养基等商品进口暂定税率；为鼓
励国内有需求的资源性产品进口，新

增或降低部分木材和纸制品进口暂定
税率。

为推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根
据国务院全面禁止进口环境危害大、
群众反映强烈的固体废物的有关精
神，与进口废物管理目录的调整时间
相衔接，自2020年1月1日起，取消钨
废碎料和铌废碎料2种商品进口暂定
税率，恢复执行最惠国税率。

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
网络，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根据
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订的自贸协

定或优惠贸易安排，2020年我国将继
续对原产于23个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商
品实施协定税率。其中，进一步降税的
有中国与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
士、冰岛、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格鲁
吉亚、智利、巴基斯坦自贸协定以及亚
太贸易协定。2020年，继续对与我国
建交并完成换文手续的最不发达国家
实施特惠税率，并根据联合国最不发达
国家名单和我国过渡期安排，调整特惠
税率适用国别。

2020年7月1日起，我国还将对
176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

施第五步降税，同时与此相衔接，相应
调整其中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暂
定税率。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
表示，上述调整措施有利于降低进
口成本，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
由流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有利于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不断拓展贸易发展新空间，加
快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利于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共享发展成果，
开创开放合作、包容普惠、共享共赢
的国际贸易新局面。

为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明年1月1日起我国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

“合体”后的民法典草案哪些看点值得关注？
由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与民法总则“合体”而成的完整版民法典草案，23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这标志着备受关注的中国民法典呼之欲出。
从明确禁止高利放贷、进一步完善防止性骚扰有关规定，到合理确定无效婚姻的情形、完善高空抛物坠物责任规则，

民法典草案的诸多新看点值得关注。

遗失声明
海南中颐冷冻食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
健 康 证 书 ，（1）证 书 编 码 ：
219000004110596001（2）证书编
码：219000004110600001（3）证
书编码：219000004010759002一
般 原 产 地 证（1）证 书 编 码 ：
C197212270610171（2）证书编码：
C197212270610176（3）证书编码：
C19721227061017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琼山区纪律检
查委员会遗失财政非税票据（手工
票），票据编号：0101，票据号码：
0036336260- 0036337255（100
张）、0036438515- 0036439008
（50 张 ） 、 0156871268-
0156871508 （25 张 ） 、
0194247511- 0194247757 （25
张）、0304116265- 0304116505
（25 张 ） 、 0304190019-
0304190254（25 张），现声明作
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海南尚一道中医药康养研发管

理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周美和遗失海南泰龙商城管理

有限公司501号押金条，收据编码

0024000 押金 14832 元，声明作

废。

▲杨林伟遗失导游证，证号：

VLA4515E，特此声明。

▲吴伟华遗失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毕 业 证 书 ， 证 号 ：

138761201506001275，特 此 声

明。

▲李弘扬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椰风家园4栋905房收据壹张

号码为：0007417 金额为：10000

元 声明作废。

▲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定安县得发豪苑小区 B2-

404房、B2-504房的房屋房权证，

房权证分别为：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12889 号;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12887号。现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南兴盛餐料商行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

440521196204102526，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海南省南海海洋产业发展协会遗

失省 00766 财政票据领购证、

7878401-7878450社会团体会员

费用专用收据各一本，声明作废。

▲袁淑霞、张池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文城镇清澜白金路1号同创碧海

城东苑3栋6-6房的不动产权证,

证号:琼（2017）文昌市不动产权

第0005478号，特此声明。

▲海南振兴兴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本人肖娟秀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项目1401-1501地块1号

楼 2006 房 收 据 ，编 号:

NO1841456，声明作废。

▲本人单桂娜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项目0601地块2号楼1102

房 收 据 ，编 号: HN0041741，

0042209，0085956，声明作废。

▲符和书遗失坐落于文昌市文城

镇造福村委会坑尾一村的集体土

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0）第

002360号,特此声明。

▲苏满妹不慎遗失国有土地使用

证一本，地号：东10一179一(27)，

现声明作废。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李世超不慎遗失长安国用（1997）
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
地登记坐落为长安镇新城商住区，
登记面积：106.25平方米，现权利
人向我局申请补办新的土地证，经
初步审核，我局决定公告注销李世
超名下长安国用（1997）字第037
号土地使用证。有异议者请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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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登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
书面材料送达我局不动产登记中
心（电话:32838799），逾期我局将
依法核准登记，补发新的不动产权
证，原证作废。澄迈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 2019年12月23日

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李世和不慎遗失长安国用（1997）
字第03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
地登记坐落为长安镇新城商住区，
登记面积：106.25平方米，现权利
人向我局申请补办新的土地证，经
初步审核，我局决定公告注销李世
和名下长安国用（1997）字第036
号土地使用证。有异议者请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
书面材料送达我局不动产登记中
心（电话：32838799），逾期我局将
依法核准登记，补发新的不动产权
证，原证作废。澄迈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 2019年12月23日

公 告
海口玛特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江婷婷、吴胜、余
德亮、李开平、王章彦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19〕
第73--75、88、103号）已审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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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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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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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
委海劳人仲裁字〔2019〕第 122、
123、124、139、140 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及仲裁决
定书（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
话:0898-66751119），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23日

公告
根据保亭县人民法院《协助执行
函》((2019)琼9029执285号)相关
要求，将被执行人保亭华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保亭县
城区团结北路东侧广东街二期第
1幢508号登记至刘威威名下，因
我机构无法收回《房屋所有权证》
(保房权证保房字第 20131859
号)，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自
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
构将予以登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2019年12月18日

▲阳佛明不慎遗失二级建造师注
册证书，编号:02062367，声明作
废。
▲ 李 秀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513030199401203442，现声明作
废。
▲海南省人民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管理中心（原海南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
调解处理中心）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9475205，声
明作废。
▲海南省人民政府综合服务热线
12345管理中心（原海南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
调解处理中心）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6410001305603，声
明作废。
▲琼海市嘉积镇中心学校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对 号:
Z6410001337901， 账 号:
2201025329200225510，现声明
作废。
▲徐塬婷遗失三亚学院车辆工程
专业报到证，证件号为：（琼2019）
毕字第 201913892202677 号，特
此声明作废。
▲临高县新盈王青手机配件店公
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万宁大茂培泽废品收购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9006600089517，声明作废。
▲海南裕园有害生物防治技术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昌江叉河开知废品收购站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469031600016243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大力五金机电商行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徐雁琦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
南西海岸2.4期B32号楼7层715
房的购房款收据1张，收据编号:
No170034965 金额：345288 元，
特此声明作废。
▲白沙七坊聚美坊美容店遗失工
商营业执照正本，社会统一信用
代 码:
92469030MA5T69ML1M，现特
此声明作废。
▲陵水新村休闲时光舞厅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4690280010084，声明作废。
▲北京艺华通电信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丰德遗失医师资格证（眼耳鼻
咽喉科专业）,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199846110630102520817001，特此
声明。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