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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
马卓言 伍岳）针对纳斯达克近日称将
从其指数中移除4家中国企业，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14日表示，个别企业
不在一些国际指数之内，并不妨碍国
际投资者通过其他多种方式投资于这

些企业，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无端
打压中国企业，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
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纳
斯达克11日称将把4家中国公司的
股票从其指数中移出，此前美方曾要

求限制这些公司的股票交易。你对此
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开
放程度正日益提升，国际投资者配置
中国公司股票日趋便利，个别企业不
在一些国际指数之内，并不妨碍国际

投资者通过其他多种方式投资于这些
企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他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无
端打压中国企业，有关行径严重违背
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
经贸规则，必将损害各国投资者利益，

也会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和自身形象。
“中方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将经贸

问题政治化，停止滥用国家力量、泛化
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外国企业的错误行
为。中国政府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
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汪文斌说。

纳斯达克指数移除4家中企

外交部：坚决反对美政府无端打压

遗失声明
琼中渝绿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证号
460036747789310）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本人邢增艺不慎遗失恒大美丽
沙项目1801地块 2栋 2204房收
据 ， 编 号 ： HN0036084，
HN0037921，声明作废。
●琼中营根宏源环保消杀中心
（92469036MA5RGU1P0P）遗失
发票章和公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邱俊杰不慎遗失户口迁移证存
根，证号 ：琼迁字第00143179号，
特此声明。
●海南卓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000MA5T81WC0W，
声明作废。
●旺措德卓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收据，名称：
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22栋801
号 房 ，收 据 编 号 ：深 圳 公 司
4039784，2016年 12月 16日，金
额 94813元；声明作废。
●万泉河家园(一期)小区(第一届)
业主大会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江西省语之鑫物流有限公司洋
浦分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462000062495，特此声明作废。
●江西省语之鑫物流有限公司洋
浦分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462000062494,特此声明作废。
●文兆珊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三家镇红草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23999号，
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佳益手机专卖店遗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开具的代办押金资金来往专用收
据两张，收据金额共5000元，（收
据票号：11558538、11558537），
声明作废。
●许文飞（于2020年12月8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41721199308182095，特 此 声
明。
●海南乐享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460200000215366，现声明作废。
●海南鑫之安贸易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超通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鹏晖大酒店有限公司（原海
南寰岛大酒店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海南寰岛大酒店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的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
（证书号212800026），工会法人
资格证书正副本，（证书号：工法证
字第212800026号），声明作废。
● 符 亚 才 （ 身 份 证
460031197510152410）遗失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书编号:
4690261002010077J，特此声明。
●澄迈县中兴中心学校工会不慎
遗失法人代表证书一本，证号：
211300040，现声明作废。
●陵水新村老地方便利店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69005MA5TNUU27F，声
明作废。
●儋州市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联
谊会不慎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正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469003671094351T，现特
此声明。

延期公告
我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在《海
南日报》刊登的《拍卖公告》，原定
于2020年12月15日上午10时举
行的儋州市白马井镇滨海新区第
一第二组团北片区控规c65地块

“幸福家园”安置区项目拍卖会，现
因故延期至2020年12月24日上
午10时,报名截止时间为2020年
12月23日17：00，其他事项不变。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5日

公示
顺泽·翠屏湾小区全体业主：
顺泽·翠屏湾小区内配套公建：29#
楼与30#楼所有权属翠屏湾小区
全体业主所有，翠屏湾小区全体业
主无偿使用该两幢配套公建，产生
的收益等权益属业主共有。
特此公告！

琼海顺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4日

减资公告
海南远成矿业有限公司由原注册
资本人民币3119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319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
日内向公司报告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联系人：符永滔，
联系电话 18876678568，特此公
告。

注销公告
海南海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机动
车驾驶培训中心、海南海大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学术交流中心、海南海
大物业管理中心、海南海大修建装
饰工程中心、海南大学翻译中心、
海南大学新球科技开发中心、海南
大学图书情报服务中心、海南高科
技产业技术贸易发展中心、海南大
学社会服务中心、海南大学食品工
程开发中心、海南时装表演艺术中
心、海南新技术新产品交易中心、
海南新兴海外文化交流中心、海南
省留学服务中心、海南大学美术工
艺中心拟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 45天内到我中心办理相关事
宜。

注销公告
海南海大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海
南海大和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
南大学丽霞服饰艺术开发公司、海
南大学仪器设备服务公司、海南大
学生活服务公司、海南大学科技开
发总公司、海口海大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海南海大科技园管理有限公
司、海南大学企业发展总公司、海
南大学维修装饰公司、海南大学房
地产开发总公司、海南大学欧力新
产品开发公司、海南金诚法律咨询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注销

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
院以《执行裁定书》[(2013)美执字
第1219号]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3)美执字第1219号]我局已
将海口市美兰区工业开发总公司
持 有 的 海 口 市 国 用 (2004) 第
002217 号不动产权证书项下的
892.8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
叶意春,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
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海口市国
用(2004)第002217号土地证项下
的892.8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2020年12月10日

减资公告
海南吉辰矿业有限公司由原注册
资本人民币1319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319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
日内向公司报告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联系人：符永滔，
联系电话 18876678568，特此公
告。

注销公告
海南大学木器工艺厂、海南大学鹭
美轻工厂、海南大学电子实习工
厂、海南海大实验兽药厂、海南清
华紫光制药厂、广东省海华电器设
备厂、海南大学应用技术研究所、
海南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海南东
方企业管理研究所、海南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所、海南宝成典当行、海
南大学技术市场、海南大学高等学
校出版社图书馆代办站、海南陵水
东辰实业有限公司、海南陵力消防
工程联合公司儋州分公司、海南儋
州东坡文化发展公司、海南金达利
家俱发展公司拟向相关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我处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伟确装饰艺术工程公司、南方
书社、海南洋浦伟宇实业有限公
司、海南洋浦海大实业有限公司拟
向相关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我处办
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上海金欧勘探设备有限公司拟向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安徽侨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拟向
安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杨舒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杨舒-清水湾
景业3号-三期-K-4-603收据2
张，编号分别为：3000206（金额：
200,000.00元）、3001604（金额：
1,590,560.00元），现声明作废。
●苏小娜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苏小娜-清
水湾景业3号-三期-C-106收据
5张，编号分别为：0008082（金额：
200,000.00元）、0008098（金额：
1,000,000.00 元）、0009273（金
额：900,000.00元）、0009279（金
额：1,000,000.00 元）、0009292
（金额：551,592.00元），现声明作废。
●三亚骏帮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车 牌 号 为 琼
BD00973D(黄绿色)的道路运输证
副 本 ， 证 号 ： 三 亚 字
460200064663，现声明作废。
●魏必林 周训壁不慎遗失东方广
华实业有限公司东方.碧海云天
C3栋605房的1张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东方. 碧海云天 C3 栋
605房收款证明收据原件（收据编
号 DF:0007464 金 额:12086 元
整)，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胜凯建材有限公司公章、法
人章（段诚）磨损，声明作废。
●儋州福洋渔农业产销专业合作
社遗失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证号：（琼儋）船网（2020）Y-FZ10
号（延），声明作废。
●儋州福洋渔农业产销专业合作
社遗失渔业船舶船名核准书，编
号：（琼儋）船登（名）（2020）FZ-
100002号，声明作废。
●袁胤博不慎遗失翡翠花园椰风
家园4栋402房房款票据贰张号
码为：0011202、0011204，声明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服务公司、海南海大电子信息工程
有限公司、海南万里香稻开发有限
公司拟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大学金马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海南大学劳动服务公司、海南纽康
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海南陵力消防
工程联合公司、海南侨辉针织业有
限公司、海南腾达制冷工程服务公
司、海南欧力实业发展公司、海南
韩中寰立家私有限公司、海南欧力
家私有限公司、海南东亚实业投资
公司、海南柏桦实业开发公司、海
南祥和典当拍卖公司、海南辉煌新
产业发展公司、海南金诚法律咨询
服务公司、海南大学热带果蔬良种
科技开发公司、海南物业发展公司
拟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
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盛昌贸易发展公司、海南华人
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海口罗牛山猪
肉销售有限公司、海南路桥工程物
资有限公司、海南恒太装饰工程公
司、海南恒达经济技术发展公司、
海南明星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海大
装修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华纳物业
发展公司、海南科腾有限公司、海
南建筑器材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翰华教育旅行社、海南江南石
化产品联营开发公司、海南雄伟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华人环保纸
容器有限公司、海南大学富镭公司
拟向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
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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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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通告

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国将强化
医疗服务体系布局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陈聪 屈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
说，“十四五”期间要强化医疗服务体系布局，让国
家有“高峰”，区域有“高原”，省里有“高地”。

焦雅辉在日前举行的第八届国家癌症中心学
术年会上说，在医疗服务体系布局方面，我国近年
来启动了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规划
设置工作，以打造医学高地，提升整体和区域医疗
服务能力，减少患者跨区域就医，助力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

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
加快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
工作。焦雅辉说，目前心血管、癌症、老年、儿童、
创伤、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类别的国家级中心设
置工作已完成，呼吸中心和传染病中心的设置工
作正在加速推进。

焦雅辉说，目前跨区域就医是群众就医的
一个突出问题。她说，“十四五”期间，供给侧
改革要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主线，除布局
若干个相应专业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形成国
家“高峰”之外，要做到区域有“高原”，就是要
布局若干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引领区域医疗
服务水平、满足区域医疗服务需求。此外，省里
还要有“高地”，就是在相关省份设置若干个专
科突出的省一级医院。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

“扶弱”，把国家的“高峰”、区域的“高原”在短
时间内扩容、下沉，以托管、合作共建等方式，
把优质医疗资源引到患者跨区域就医大省，助
力解决患者异地就医问题。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
办法》发布
明年2月1日施行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记者谭谟晓）银保
监会官网14日发布《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
办法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技术在保险行业不断
深入运用，互联网保险业务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一
些问题和风险隐患，给行业和监管带来挑战。

办法规定，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由依法设立
的保险机构开展，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展互
联网保险业务。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
务，不得超出机构许可证（备案表）上载明的业
务范围。

办法要求，非保险机构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
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保险产品咨询服务；比
较保险产品、保费试算、报价比价；为投保人设计
投保方案；代办投保手续等。

办法明确，保险公司开发互联网保险产品应
符合风险保障本质、遵循保险基本原理、符合互联
网经济特点，做到产品定价合理。不得违背公序
良俗、不得进行噱头炒作、不得损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危及公司偿付能力和财
务稳健。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保险机构要
建立客户信息保护制度，防范信息泄露，不得将客
户信息用于所提供保险服务之外的用途，切实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年多来，负面清单“瘦身”超
80%，新设企业超90万家……

这是2013年9月至2019年底，
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成绩单”亮点
之一。一“减”一“增”之间，可以窥
见这块改革开放“试验田”释放的活
力之大。

12月14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
济合作研究院发布《中国自由贸易试
验区发展报告2020》。报告对2019
年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展和制度
创新等进行了梳理。

2013年9月，我国第一个自贸
试验区在上海诞生，几经扩容，到
2019 年底，这一数字从 1 增长到
18。加上2020年新设立的3个，如
今全国共有21个自贸试验区，形成
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
格局。

作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自贸试
验区一直在努力大胆试、大胆闯、自
主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积极探
索。6年来，全国层面复制推广制度
创新成果达223项，其中仅2019年
就有66项。

在制度创新中，“减”是特色之
一。

以投资领域为例，从2013年到
2019年，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从190
条缩减到 37 条，“瘦身”程度达
80.5%。其中，限制类措施和禁止类
措 施 缩 减 比 例 分 别 达 88.8% 和

47.4%。服务业限制措施数量从95
项下降到28项。

更短的清单，意味着外商投资准
入门槛更低，能投资的领域更多，投
资积极性也更高。这正是中国开放
大门越开越大的鲜明写照。

“减”不仅体现在清单长度变短，
还有投资管理和审批环节的精简。

比如，天津自贸试验区推进境外

投资管理方式改革，针对3亿美元以
下项目由核准改备案，全面推行对外
投资“无纸化一日办结”备案模式，办
结时间从3个月缩短至1天。

“减”的同时带来了“增”的效果：
新设企业数量增长，进出口和吸收外
资的增长。

根据报告，2019年，18个自贸试
验区共新设企业31.9万家，其中外资

企业6242家，实现了以不到全国千
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完成进出口和吸
引外商投资均占全国约15%的成绩。

创新举措频出，“增”的还有企业
的获得感。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制度为例，在上海试点过程中，极大
激发了药品研发生产市场主体的创
新活力，申请单位覆盖了试点的全部
5种类型，其中超过七成为研发机

构，涌现了一批用于治疗肿瘤、代谢
等重大疑难疾病的试点品种。

如今，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差
异化特色也更加突出。以往，金融领
域的制度创新主要来自上海自贸试
验区，而2019年，这一领域的创新成
果有来自天津的租赁资产证券化业
务创新，有来自重庆的铁路提单信用
证融资结算，还有来自陕西的“丝路
通”——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业务服
务平台。

当前，外部风险挑战明显上升，
我国正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制度
型开放。未来在新发展格局中，作为
改革开放新高地的自贸试验区将如
何建设？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副院长张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未来自贸试验区建设在开放领域
和开放水平方面要进一步提升，特别
是加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等领域开
放，并进一步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
加大压力测试，推动提升参与全球经
济治理能力。此外，还应赋予自贸试
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支持更多差异
化、系统化探索。

据悉，目前上海正在和浙江、江
苏、安徽三地自贸试验区共同探索构
建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新格
局，力争实现制度创新和拓展产业发
展的有效联动。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增减之间现活力
——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观察

负面清单几度缩减
从 190条减到37条

“瘦身”程度超过80%
见证了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步伐

2013年9月至2019年底
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6年多来

从上海 1家扩容到 18家

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2020年又新增3个

最终形成21个自贸试验区

工作人员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内作业，该工厂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新华社发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
发展报告2020》显示

我国自贸试验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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