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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果副集贸市场位于海口市南沙路6号。项目于2018年4
月通过规划许可，批建内容为1栋地上4层，地下2层农贸市场。现
建设单位对方案外立面造型及平面功能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
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20年12月14日至12月25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
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
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
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
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华果副集贸市场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6621号
受委托，定于2021年1月12日10:00按现状公开拍卖：

1、儋州市那大解放北路邮政综合大楼一楼铺面三年期租赁权，参考
面积约159.96m2。参考价：首年租金230元/月/m2，次年起每年递
增5%；竞买保证金：7万元。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1月8日止。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报名及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月11

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以下账户（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
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
行营业部）及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

报名及拍卖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联拍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15607579889
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13910988929

联合拍卖公告

●海南城市假日连锁酒店有限公
司蓝天路店遗失特种行业许可证，
海美公特旅字第08269号，声明作
废。
●万宁市万城镇集庄村民委员会
原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万宁市万城镇集庄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万宁农商银行万城支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14548302，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蒸旺汽锅餐厅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不慎遗失，编号：
JY24601060003371,声明作废。
●董璐不慎遗失海南二十一度假
连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4

栋1001房装修保证金凭证一张，

号码：0024092，现特此声明作废。

●张连玉不慎遗失海南智恒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4栋1318房

装修保证金凭证一张，号码：
0015496，现特此声明作废。
●窦蕴捷将准迁证遗失，证号：琼
准字01202876，特此声明。

典 当 遗 失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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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国兴大润发铺面急售18708991932

商铺急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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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
平12日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
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海外人
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全球气
候治理提振雄心并提供新思路，彰显
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助力《巴黎协定》
行稳致远的决心，展现了中国重信守
诺、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
献的大国担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
国宣布碳中和目标、提出大幅提升风
电和太阳能发电量等国家自主贡献新
举措，在二十国集团成员中发挥了表
率作用。

埃及气候与环境专家马格迪·阿
拉姆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表明中国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
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决心。习近平主
席的承诺和倡议彰显了中国真正关心
气候变化问题并采取切实行动。

英国知名社会学家、“全球化”概
念首倡者之一马丁·阿尔布劳说，气候
雄心峰会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在讲
话中进一步作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
坚持绿色发展的宣示，这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项重要承诺。

法国巴黎的ESCP高等商学院副
校长莱昂·劳鲁萨表示，中国是落实
《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中国近年
来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可再生能

源替代化石燃料方面作出巨大努力，
极大改善了生态环境。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
究中心主任汤之敏说，中国为达成和
落实《巴黎协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习
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宣布的一系列重要
举措，彰显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愿和大国担当。

乌兹别克斯坦新闻与大众传媒大
学教授图尔苏纳利·库兹耶夫表示，习
近平主席的3点倡议为未来全球气候
治理提供了新思路。相信中国在新发
展理念引领下，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作出更大贡献。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
德希尔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的新举措，表明了中国推动
实现全球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决
心。他提出的3点倡议为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措施奠定了
重要基础。

波兰前驻上海总领事塞尔韦斯特·
沙法什认为，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3
点倡议不仅可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挑战，也将惠及其他相关领域和产业。

哈萨克斯坦“社会工程”基金会中
国问题专家穆卡诺夫积极评价中国在
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一系列举措。他
说，中国是落实《巴黎协定》的积极践
行者，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倡
导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

系专家毛里西奥·桑托罗认为，气候变
化问题涉及范围非常广，需要国际社
会通力合作。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推动
绿色经济发展、投资新科技，让广大发
展中国家看到发展与环保可以共存。

以色列海尔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
心可持续发展学院院长约阿夫·亚伊
尔说，中国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
际合作，这种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老挝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长宋马·奔
舍那说，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
宣布的一系列举措体现了中国不断践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气候变化是
重大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必须以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决策导向，以多
边合作的方式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重信守诺 为全球气候治理提振雄心
——海外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重要讲话

■ 新华社评论员

“让我们继往开来、并肩前行，助
力《巴黎协定》行稳致远，开启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新征程！”习近平主席 12
日出席气候雄心峰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阐释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主张，宣
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最新举措，为推
动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信心和力量。

气候变化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
战。合力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我们赖
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关系人类未来命
运。5 年前，各国领导人以最大的政
治决心和智慧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5 年后的今天，新冠肺

炎疫情再次触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
刻反思，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更受关
注。越是关键时刻，国际社会越应牢
牢把握正确方向，坚持信念不动摇、力
度不降低，汇聚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广
泛共识和强大合力。

全球变暖不会因疫情停下脚步，
应对气候变化一刻也不能松懈。当
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巨大冲击，人类面临不少全球性
挑战，全球气候治理何去何从？习近
平主席提出三点倡议：团结一心，开创
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提振雄
心，形成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
增强信心，坚持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

新思路。这些倡议，既着眼解决当下
突出问题，协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更旨在引领未来，为推动全球实现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
共，单边主义没有出路，多边主义才
是有效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人间
正道。各国理应共同支持《巴黎协
定》，牢牢把握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方
向；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提升应对环境挑战的行动力；大力倡
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
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新机遇。讲团结、
倡合作、促公平、谋发展——关键时
刻的中国方案，既源于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成功经验，又为人类应对气候
变化、追求美好未来指明正确方向、
注入强大动力。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共建清
洁美丽的世界是一个宏伟目标，不
仅要有雄心壮志，更需要脚踏实地
的行动。近年来，中国积极落实《巴
黎协定》，提前完成 2020 年应对气候
变化相关目标。在今年 9 月宣布中
国“力争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
作出“到 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等庄严承
诺。这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加
快绿色转型的自觉行动，也是推动
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担当。中国不
断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始
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与
贡献者，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知行合
一、说到做到！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应对气候
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也是艰巨曲
折的过程。只要各国勠力同心，一步
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就一定能建成一
个清洁美丽、共同繁荣、命运与共的美
好世界！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为应对气候变化注入中国力量
——论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重要讲话

进一步扩大“朋友圈”

中国准备怎么做？
——专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

中国吸引外资
依然实现正增长

崔凡称，2020年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之
后，通过准入前与准入后国民待遇不断落实、准
入环节不断开放，负面清单更加缩减，开放领域
更加全面，开放水平更趋纵深、广泛。“市场准入
了以后能不能准营，‘大门’开了以后能不能‘小
门’也开，这是当前对外开放的一个重点。”

回顾今年这一特殊之年，崔凡表示，中国
经济总体恢复情况好于预期。尤其是在全球
外国直接投资全年或将下降40%的背景下，
中国吸引外资依然实现正增长，并有可能成为

“十三五”时期以美元计算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最快的一年。

“中国为世界经济稳定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崔凡看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
济发展跟世界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一个迈向
更高水平开放的中国，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
推动力、注入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记者申铖）

中国对CPTPP
持积极开放态度

与此同时，中国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CPTPP）持积极开放态度。

“推动加入 CPTPP，是中国与更高标准的贸易
投资规则积极接轨的一个表现。”崔凡说，CPTPP里
有很多条款对于中国来说是有难度的，但并不是不
可逾越的，这也将进一步助力中国打造开放型经济。

在崔凡看来，近年来，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经贸
合作和制度型开放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国
内开放水平也不断推进纵深。

“从地域来看，开放的步伐不断深入。除了东南
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国
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多种开放
试验区建设持续推进。”崔凡说，近年来，无论是成都、
西安等城市，还是云南、广西等省区，发展态势都尤为
迅速。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这些地区持续深化改
革，另一方面也跟这些地区持续扩大开放密不可分。

崔凡表示，中国正在着力推进一个国内市场和
国际市场日益融合的深层次开放。

通过RCEP首次建立了
中日自贸关系

“十四五”即将开启，中国还将如
何进一步扩大“朋友圈”？

“在RCEP基础之上，中国正在
积极推进一系列谈判。”崔凡说，包
括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和其他多个自贸
谈判等。

崔凡介绍，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
判方面，中国通过RCEP首次建立了
中日自贸关系，这为三方接下来的谈
判奠定了基础；中国与新西兰之间已
有自贸协定，正在推动协定进一步“升
级”；在中欧之间，虽然中国此前和欧
盟成员国有不少双边投资协定，但都
是传统的投资保护协定，当前正在和
欧盟推进的投资协定谈判将采取负面
清单的形式，进一步促进中国和欧洲
之间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国际经贸合作和制度型
开放取得新进展

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签署。历经 8年谈判
后，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终于宣告诞
生、正式启航。

“RCEP是一个较高标准的协定，也
是一个今后达成更高标准协定的起
点。”在国际经贸研究领域超20年的崔
凡看来，一方面，协定里的减税安排将
使得区域内最终零关税产品数超过
90%；另一方面，协定里还有不少涉及
电子商务和竞争政策等新领域的新规
则，这对于稳定和优化亚太地区特别是
亚洲地区价值链，起到积极作用。

“RCEP签署，彰显了在逆全球化背
景下，很多国家对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
愿望和坚持是存在的。”崔凡说，对于中
国而言，成功签署RCEP，体现了国际经
贸合作和制度型开放取得新进展。

在日前举行的第五次“1+6”圆桌对话会上，与会国际经济机构负责人表示，共同支持多边
主义，促进世界发展与繁荣。“十四五”即将开启，中国如何进一步扩大“朋友圈”？如何推动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近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四川加强疫情防控期间
公民个人信息和隐私权保护

新华社成都12月12日电（记者董小红）12
日，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
部发布公告称，四川将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
公民个人信息和隐私权保护。

公告称，为疫情防控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不
得作为其他用途。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
人未经被收集者或其监护人同意，不得公开公民
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详细住址
等信息。因疫情防控工作确需公开的，应当经过
加工处理，确保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

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法违规收集、使
用、公开公民个人信息或者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
可以向公安、网信等部门举报。

据介绍，四川还将对网络运营者依法加强对
用户发布疫情相关信息的管理。对非法发布使用
公民个人信息或者散布他人隐私的，网络运营者
应当及时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
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北京疾控发布
《冷链食品从业人员
工作与居家个人防护指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记者侠克）13
日下午，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
了《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工作与居家个人防护指
引》，科学指导冷链食品生产、装卸、运输、储存
和经营等环节相关从业人员做好个人防护，防范
新冠病毒感染。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当前境
外疫情持续蔓延，国内多地出现冷链从业人员确
诊病例。相关从业人员要自觉遵守行业、市场和
企业等相关防护要求，增强个人防护意识，掌握
相关防护技能，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并随时关注
共同工作、居住人员健康状况，坚持每日检测体
温，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异常症状时要及时报
告，并立即就近到发热门诊排查，尽量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前往。

黑龙江省新增5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华社哈尔滨12月13日电 记者从黑龙江
省卫健委了解到，12月12日0时至24时，黑龙江
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其中，绥芬河市
本土病例3例、东宁市本土病例1例、塔河县境外
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1例。

病例1、2、3均系与无症状感染者张某某共
同生活的密切接触者。张某某是绥芬河市12月
11日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病例4：12月11日由
俄罗斯境外输入塔河县的无症状感染者订正为
确诊病例；病例5：女，68岁，退休人员，家住东宁
市花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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