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
在量质齐升和结构优化。”海关总署副
署长王令浚说。

从量上看，自2013年成为货物贸
易第一大国，2020年货物与服务贸易
总额双双跃居全球第一，我国贸易大
国地位不断得到巩固。

十年来，以人民币计，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额从2012年的24.4万亿

元增加到2021年的39.1万亿元；以
美元计，服务贸易于 2021 年突破
8000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70%。

王令浚表示，我国货物贸易规模
的不断跃升，充分体现中国不仅是“世
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为各国提
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

从质上看，十年来，我国外贸经营
主体增长了1.7倍，外贸的“朋友圈”不

断扩大。在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这
些传统贸易伙伴保持良好经贸往来的
同时，我国还积极开拓东盟、非洲、拉丁
美洲等新兴市场。其中，尤为值得关注
的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已从2013年的
25%提升到2021年的29.7%。

在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中，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变得更加

优化。十年来，我国出口主导产业已
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
业转型升级，并且不断扩大先进技术
装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消费品的进
口。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较快，
服务贸易逆差创十年新低。

此外，在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促进外贸新业态有序发展、加大对外
开放平台建设等方面，各部门也在不

断发力，为企业开拓新市场、优化全球
市场布局提供信心和底气。

当前，外贸发展面临着严峻复杂
的国内外形势。盛秋平表示，将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从支持外贸创
新发展、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保障外贸
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入手，全力以赴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外贸高质
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外贸发展量质齐升

统计显示，我国市场主体近10年
净增1亿户，总量从2012年的5500
万户增长到目前的1.58亿户。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蒲淳表
示，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离不开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深化市场
准入、准营、退出制度改革，有效降
低了企业投资创业的制度性交易

成本，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业创新
活力。

从注册资本实缴制到认缴制，
从“先照后证”到“证照分离”，从畅
通登记注册环节到改革涉企准营事
项，从企业来回跑、现场办到一网通
办和电子证照应用……企业平均开
办时间由1个月以上压缩至4个工

作日以内，企业注销平均耗时由100
天下降至60天，简易注销只需要20
天左右。

蒲淳介绍，从源头防止出台妨碍
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
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断优化。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现了四级政府全
覆盖。

十年来，共清理存量政策文件
340.2 万件，审查新出台政策文件
127.8万件，纠正废止5.3万件。持续
强化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
法，依法查处妨碍商品自由流通等案
件363件。

蒲淳表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
将深入推进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完善

行业准营规则和市场主体退出制度，
更好发挥涉企基础制度对稳定市场预
期的作用；着力完善和落实企业帮扶
政策，研究完善扶持个体工商户健康
发展的政策体系，助力市场主体纾困
解难，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记者
赵文君 谢希瑶 邹多为）

市场主体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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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美佳交泰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李锋涛）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林鸿达遗失士官证，证号：
14017257715，声明作废。
●海南广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澄迈老城同创鑫信息服务中心
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王华梁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八所
镇二环路东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东方国用〔2004〕第264号，
声明作废。
●符金凤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八所
镇二环路东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东方国用〔2004〕第263号，

声明作废。

●海南晟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B4KR17）遗 失

财务专用章和（林仕达）法人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海棠湾宏晖包装制品厂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公告
王健兴，男，你擅自离开本单位，长
期未归。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30日内回我局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我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作出
解除劳动关系处理。
海南热带丽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尖
峰岭分局

●临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慎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临高县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6410000555101，声明作废。
●符庆逢遗失车牌号琼F12337车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400064049，声明作废。
●孟凡友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
乐东县九所镇九所新区山海湾温
泉家园三期A幢住宅楼508号，证
号：琼〔2018〕乐东县不动产权第
0003673号，现声明作废。
●定安县定城镇田洋村民委员会
多益村第一村民小组遗失由中国
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一本，核准号：J6410010566401，
声明作废。
●文昌市潭牛镇企堆村民委员会
东来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25579501，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鸿春堂药房连锁经营有限
公司定安见龙大道第四分店公章
损坏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状元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8QRP3N）遗 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陈壮远）法人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一味知香糕点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01070047002，声明作
废。
●王俊峰不慎遗失海南成美医疗
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颐养公社·阳
光城 0502 地块 7#住宅楼（幢）9
（层）906房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4600162350，发票
号码：03295866，金额：304900
元，声明作废。
●海南链家旅居产业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工会
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81469023MC250170XB，声
明作废。
●临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慎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临高县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6410001445201，声明作废。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杨学强持有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八所）
字第4869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
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岛
西路南侧，土地面积为285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地
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高外情，
南至二米巷，西至郑民标，北至岛
西路。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
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至我局
调查确权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
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
案并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20日

减资公告
海南信达和鑫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MA5T1

K3K5U）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100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

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海南辰盈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
（冯建辉），声明作废。
●海南格美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562424104H）公 章 破
损，声明作废。
●海南优力维特电梯安装有限公
司公章因损坏，现声明作废。
●三亚连建五金建材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高澄清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20523196706100036，特此
声明。
●文昌市蓬莱镇干塘村民委员会
古竹二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13351401，声明
作废。
●周姝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编号：02229447，声明作废。
●林鸿达遗失军人保障卡，证号：
813301180426431799，声 明 作
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声明

声明
文昌市昌洒镇月亮湾大道世茂怒
放海二区所有业主：我司与业主签
订的《商品房预售买卖合同》中，未
明确小区B2会所、售楼部及各楼
栋地下室归属，现我司声明如下：
世茂怒放海二区小区B2会所、售
楼部均属于公共配套设施，为全体
业主所有，别墅地下室归本楼栋地
上业主所有，特此声明。

文昌世茂置业有限公司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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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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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出 租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海南文昌市和平南路14号1幢出
租，976.19平方米。联系人：冯先生
18689986863，王女士18789575
377，监督电话：400-66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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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热线：66810888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蔚峰炯与被执行人海南子京实业
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海南国际仲裁院于2021年10
月9日作出〔2021〕海仲案字第1262号裁决书，裁决书第二项内容
为:海南子京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协助蔚
峰炯将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 19 号城市精英 A705房（不动产
权证号:HK115837）的不动产权过户登记至蔚峰炯名下。因被执行
人海南子京实业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裁决书确定的内容，现本院拟
按照〔2021〕海仲案字第 1262号裁决书的内容将登记在海南子京实
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19号城市精英A705房
（不动产权证号:HK115837）的不动产权过户登记至蔚峰炯名下。
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联系人：袁法官 36689669，谢助理36662083。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2〕琼01执703号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配合海口长流地市业务发展需要，需要针对海南

电信IPRAN网络进行破环加点及基站业务开通，我公司将对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海口金色阳光酒店等地区网络系统进行

路由割接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业务使用不会受影响，

具体情况如下：

2022年5月24日凌晨00:00～04:00对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海口金色阳光酒店等地区网络系统进行路由割接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5月21日

房屋租赁招标公告
一、竞租原则：本着“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维护出

租及承租双方利益，平等竞争。二、竞租标的：本次竞租标的为文昌市
房产管理中心名下的文昌市文城镇东风路16、17号楼房（原恒兴超
市）。该幢楼房铺面双面临街，主街道铺面长20.50米，横街铺面长45
米。边邻文城镇第一农贸市场，交通便利、属文城镇中心黄金位置，该
房屋建筑结构为钢混三层，总建筑面积 3560.23 平方米。一层
1131.30平方米，二层1217.3平方米，三层1211.63平方米。三、租赁
期限：中标后租赁期限为十年。四、竞租标的底价：该标的底价为每月
租金人民币269400元（大写：贰拾陆万玖仟肆佰元整）。五、竞租方
式：本次竞租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最后以出价高者中标。六、报名时
间地点及要求：（一）报名时间：2022年5月20日～2022年6月2日
17:30止。（二）报名地点：文昌市房产管理中心——文昌市文城镇和
平南路13号。（三）报名要求：投标单位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人
代表身份证；个人参与竞租的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如委托代理的须提
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四）交纳竞标保证金：竞标人应向招
标方交纳30万元保证金。（五）签订《竞租协议书》。七、竞标时间、地
点：（一）时间：2022年6月8日10:00。（二）地点：文昌市房产管理中
心。八、联系人及电话：伍春晓：13976367358；林荣：13078958090。

文昌市房产管理中心 2022年5月19日

关于S315白洋线西培农场至白马井段
改建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S315白洋线西培农场至白马井段进行改建施工的需要，
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需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具体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22年5月26日至2023年2月20日。
二、管制路段：S315白洋线K38+480至K77+895西培农场

至白马井段。
三、管制方式：管制期间，对管制路段采取交替封闭半幅施

工，未封闭的半幅双向通行。
请途经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交通

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2年5月21日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5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李家超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
于2022年7月1日就职。

会议审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关于选举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六任行政长官人选的报告，听取了国
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关于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
产生过程的汇报。

夏宝龙在汇报中说，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严格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规定进行，
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李家
超先生高票当选，体现了香港社会各界
期望团结一致再出发的共同心愿。

李克强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
央政府将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
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方针，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
管治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全力
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
施政，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贸
易、航运中心地位，加快打造国际创新
科技中心，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发挥

香港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相信李家超
先生就任行政长官后，一定能够团结
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和香
港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务实进取，开
创香港发展新局面，续写“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新篇章。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国务院全体会

议决定任命李家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
克强总理签署了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第
754号令。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孙春兰、胡春
华、刘鹤，国务委员魏凤和、王勇、王
毅、肖捷、赵克志以及国务院全体会议
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

决定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
韩正等出席

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和更高质量发展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打通内外贸，构建双循环”

扩内需促消费取得新进展，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实现新突破，外贸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经济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和更高质量发展。中共中央宣传部20日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聚焦“打通内外贸，构建双循环”。

这十年，我国坚定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
撑。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2021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1
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1倍，年均增
长8.8%，消费多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

一拉动力。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13.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9倍，农
村电商异军突起。

“我国消费市场快速发展，不仅改
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世界各国
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盛秋平说，我
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
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明显。

据介绍，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由
2012年的27.5万亿元提升到2020年
的56.1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
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51.1%提升
到54.7%。2021年我国消费品进口
额达到了1.7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
了1倍以上，占进口总额约10%。

2021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

贡献率为65.4%，比2012年提升10
个百分点。盛秋平说，消费对经济发
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稳定器和
压舱石的作用日益显现。

扩大内需，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
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
畅通。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是其中重要
一环。

盛秋平介绍，这十年，现代流通体
系建设实现新突破。累计支持1489
个县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建设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1212 个；
2021 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4221 亿
元，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推动建设 428 个“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带动就业50多万人。

内需市场更为广阔

5月20日18时3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采取“一箭三星”
方式，成功将3颗低轨通信试验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我国成功发射3颗低轨通信试验卫星

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为中兴
有关电信设备进入加拿大市场

商务部：立即停止错误行为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谢希瑶）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20日表示，加拿大政府在没有任何
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执意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
对中国企业实施禁令。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发
出了错误的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有记者问，加拿大政府5月19日发表声明，
宣布禁止加电信系统使用华为、中兴公司的设备
和服务，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作出以上回应。

这位发言人表示，加方此举违反市场经济原
则和自由贸易规则，损害中加有关企业的商业利
益，危及两国企业开展互利合作的信心，将对中加
经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我们敦促加方客观、理
性看待中加合作，立即停止错误行为。中方将评
估加政府措施对中国企业造成的影响，并保留采
取一切必要手段的权利。

下调15个基点

5年期以上LPR降至4.45%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吴雨）20日，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出炉，1年期LPR
“按兵不动”，5年期以上LPR降至4.45%。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1年期LPR为3.7%，5年期以上LPR
为4.45%。这是自今年1月20日后，5年期以上
LPR再次下调。

作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LPR
已逐渐替代贷款基准利率成为贷款利率定价的

“锚”，每月定期发布。LPR调整有较强的方向性
和指导性，LPR下行可带动企业融资实际利率下
行，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