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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再实行商事主体
滚动年报模式的公告
2019年度商事主体滚动年报试点工作将于2020年12月

31日结束。根据试点工作情况以及结合我省实际，2020年度
商事主体年报将不再实行滚动年报模式，所有2020年12月31
日前成立的商事主体，须于2021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报送并公示2020年度年
报。尚未完成2019年度年报的商事主体请尽快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报送并公示年报。不按规定报送年
报的，将受到行政处罚，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被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满3年仍未年报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并导致在申请行政许可、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
出让、授予荣誉等方面被限制或者禁入。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898-66767974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1月4日

2020年12月6日7时，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
分局农林行政执法大队根据“12345”热线举报线索，在琼
州大桥下查获一批肉鸽40笼和鹅5笼，因货主不在现场，
该批肉鸽和鹅目前已被我局农林行政执法大队暂扣，现登
报公告，请货主三日内到海口市群上路62号3楼304海口
市美兰区农林行政执法大队办公室接受调查处理。如逾
期或拒绝接受调查处理，我局将视为货主主动放弃相关权
利，依法对该批货物进行处理。

联系人：李勤浩，联系电话: 1369755661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2020年12月7日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公告
海南农垦华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于海南省临高县红华农场建设育肥

场项目，目前《海南农垦红华25队10万头育肥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公众
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网络链接：http://
www.eiafans.com/forum.php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
书，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垦路13号绿海大厦8层。二、征求公众意见的
范围项目建设地点周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填写的公
众意见表提交我公司，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提
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与反馈。
建设单位：海南农垦华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
话：18976253456 电子邮件：77961145@qq.com。五、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1月27日~2020年12月10日。在此期间，公
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海南农垦华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8日

海南农垦红华25队10万头育肥
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0年12月15日1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南
省屯昌县人民法院（2016）琼9022执272号之九及十一《执行裁定
书》项下部分权益（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抵债机器设备）。竞
买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
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
制人；拍卖标的原债权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
名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12月14日；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0年
12月14日17: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拍卖单位：海南天悦
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电话：
0898-68555961 18508955059；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521765；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
层；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208期）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海关总
署7日发布数据，今年前11个月，我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9.04万亿
元，同比增长1.8%，呈现持续向好、
加速增长态势。

1至9月，我国外贸累计增速年
内首次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7%；1
至10月，外贸增速提高到1.1%；进
入11月，增幅继续扩大。

数据显示，11月当月，我国外贸
进出口3.09万亿元，增长7.8%。其
中，出口1.8万亿元，增长14.9%；进

口1.29万亿元，下降0.8%。出口保
持较快增长为外贸总体“提速”提供
了动力。

前 11 个月整体看，我国出口
16.13 万亿元，增长 3.7% ；进口
12.91万亿元，下降0.5%；贸易顺差
3.22万亿元，增加24.6%。

从贸易伙伴看，东盟保持我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11个月，
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4.24万亿元，
增长 6.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4.6%。同期，我国与欧盟、美国、日

本的贸易额分别为 4.05 万亿元、
3.65 万亿元、2 万亿元，分别增长
4.7%、6.9%、1.4%。

从经营主体看，前11个月，民
营企业进出口13.47万亿元，增长
11.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6.4%，
比去年同期提升4个百分点，保持
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地位。国有企
业则在进口端和出口端均出现两位
数的下滑。

从货物类型看，机电产品、纺织
品和塑料制品等出口增长，服装、鞋

靴和箱包等出口下降。前11个月，
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57万亿元，增
长5.4%，占出口总值的59.3%；出口
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9892.3 亿
元，增长33%；出口鞋靴2189.4亿
元，下降21.3%；出口箱包1279.5亿
元，下降23.8%。

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
究院党委书记庄芮认为，外贸加速
增长再次印证我国经济韧性十足，
随着我国积极推进商签自贸协定，
外贸促稳提质将迎来更多抓手。

我国前11个月外贸进出口
同比增长

进出口“冷热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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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大批集装箱堆放在江苏连云港集装箱码头。新华社发

1.8%

海关总署 7 日发布数据，11 月
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 14.9%，连续
第八个月实现正增长。相比之下，
进口表现则“冷淡”很多——同比下
降0.8%。

事实上，今年以来，这种进出口
“冷热不均”的局面，已经不是第一
次出现。从前11个月整体来看，我
国出口 16.13 万亿元，增长 3.7%；进
口12.91万亿元，下降0.5%。也就是
说，在出口累计增速早已转正的时
候，进口仍然没有摆脱下滑区间。
怎么回事？

回答这个疑问，绕不开一个关
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率先在全球控制住了疫
情，为中国企业复工复产达产创造
了有利条件。”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
外开放研究院党委书记庄芮说，从

“暂停键”后重启的中国，恰好能够
以其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满足巨大的
国际市场需求。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芮泽告诉
新华社记者，中国出口反弹率先体
现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领域，
但近几个月来，出口反弹的覆盖面
越来越广，这是中国出口表现持续
强劲的重要支撑。

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一定程度

上印证了他的说法。前11个月，我国
机电产品出口9.57万亿元，增长5.4%，
占出口总值的59.3%。其中，自动数
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1.31万
亿元，增长10.7%。包括口罩在内的
纺织品出口9892.3亿元，大增33%。

反观进口，始终没能“起势”的
背后，是中国不愿意进口吗？业内
人士认为，并不是。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
副所长竺彩华说，我国进口近几个
月波动起伏，整体上增速没有转正，
主要是由于境外疫情影响，不少国

家再次封锁，影响其复工复产。换
句话说，即便中国有意下单，不少贸
易伙伴也不一定能接单。

在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
所副所长白明看来，进口相对弱势，
除了与国际贸易伙伴的供货能力受
限有关，还与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不
断增强有关。“现在我国企业的替代
性越来越强，竞争力不仅体现在境
外的‘客场’，也体现在全球市场的

‘中国分场’。”
那么，进口会好转吗？可以预

见的是，一定会。

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越开越大，扩大进口是其中重要一
环。上个月结束的第三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
交 726.2 亿美元，比上届增长 2.1%。
这在疫情背景下殊为不易。

业内人士认为，后疫情时代，随
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
构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更加紧
密，进出口“冷热不均”有望转向“冷
热相宜”。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上海市外高桥港区拍摄的准备出口
欧洲的特斯拉Model 3。 新华社发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

作人员。
任命刘桂平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任命侯

建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任命阴和俊、周琪为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任命黄玉治为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局长；任命李万疆、宋元明、黄锦生为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副局长；任命广德福为常驻联合国粮
农机构代表。

免去张义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职务；免去韩俊的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职务；免去白
春礼的中国科学院院长职务；免去牛盾的常驻联
合国粮农机构代表职务。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方
对中美人文交流的进一步限制

新华社北京12月 7日电（记者伍岳 马卓
言）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中方统战部官
员实施签证限制并终止5个中美文化交流项目，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日说，中方坚决反对、强烈
谴责蓬佩奥之流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恶毒攻击以及
美方对中美人文交流活动的进一步限制。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美国一些
反华势力顽固坚持冷战思维，妄图挑动中美意识
形态对立，进一步破坏中美关系。这种做法完全
违背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违背历史发展潮
流，注定是枉费心机。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华春莹说。

“2020年度涉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辟谣榜”发布

新华社济南12月7日电（记者张昕怡）2020
中国网络诚信大会7日在山东曲阜举行。中国互
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在大会上发布了“2020年度涉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辟谣榜”，以此倡导网络文明，
助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环境。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对疫情相关辟谣内
容进行梳理盘点，根据社会关注度、信息传播量、
网民阅读量等指标，选出影响力大、传播范围广的
十大辟谣内容，形成“2020年度涉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辟谣榜”。

榜单对“新冠病毒为人工合成”“粮食短缺，赶
紧囤米抢油”“吃大蒜、喝白酒可以防治新冠肺炎”

“全国各地摘口罩时间表出炉”“北京新发地几万
人被运送到河北唐山隔离”“中国囤积防护物资有
意限制出口”等谣言集中辟除，涉及疫情发展情
况、社会关切的民生问题、新冠肺炎防治方法、疫
情防控管理措施、突发疫情事件以及涉外疫情相
关等方面，旨在引导网民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相关谣言
误导公共舆论，影响社会稳定。中央网信办会同
相关部门权威指导，中央重点新闻网站、行业性及
区域性辟谣平台形成合力，澄清谬误、解疑释惑，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

“错抱孩子28年案”一审宣判

涉事医院共赔偿76万余元
新华社郑州12月7日电 备受关注的“错抱孩

子28年案”7日在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判决涉事医院河南大学淮河
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寻亲支付的交通费
用、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共计768906.44元。

今年2月，江西青年姚策查出患癌，母亲欲
“割肝救子”，才发现28年前在生产的医院——河
南大学淮河医院错抱了孩子，亲生儿子一直与姚
策的生父母生活在河南。

7月，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受理了
姚策和生父母郭希宽、杜新枝起诉河南大学淮河
医院“错抱孩子28年”侵权责任纠纷案以及姚策
起诉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患癌”侵权责任纠纷案。

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郭希宽、杜新枝、姚策诉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案，依法判决河
南大学淮河医院赔偿郭希宽、杜新枝精神损害抚
慰金 200000 元，赔偿姚策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00元，赔偿杜新枝因寻亲支付的交通费用
1193.5元，赔偿郭希宽误工费6400元。

姚策诉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侵权责任纠纷案，
依法判决河南大学淮河医院赔偿姚策医疗费、营养
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361312.94元，
此前已给付100000元，尚需给付261312.94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