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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委托，定于2022年8月4日上午10:00至2022年8月5日上
午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auction.
jd.com/haiguan.html）按现状净价拍卖：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20727-1期）

展示时间：2022年8月1日～2日。
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

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联系电话：13518845528；15607579889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标的物名称

琼BAA698沃尔沃牌小型普通客车
琼BHG389沃尔沃牌小型轿车
琼DD1696荣威牌小型普通客车
琼EH3939宝马牌小型轿车

琼ADA666路虎揽胜小型越野客车
保时捷凯宴小型越野客车

琼DH3747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普通客车
琼D74389斯巴鲁傲虎小型越野客车

参考价
（万元）
11.84
6.8
4.64
22.88
15.04
26.8
23.84
4.48

保证金
（万元）

2.3
1.3
0.9
4.5
3
5.3
4.7
0.8

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被执行人海南中和（集
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保税区，面积33296.6㎡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证号：2004001433〕及地上在建工程,按现状进行第三
次公开拍卖。参考价：49760.9472万元,竞买保证金：5000万元。
现将拍卖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拍卖时间：2022年8月18日10：00。
二、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三、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8月16日16:00截止。四、收取竞买保证金
时间：以2022年8月16日16:00前到账为准。五、收取竞买保证
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09454890006832。缴款用途
处须填明：〔2022〕琼01拍1号、〔2021〕琼01执66号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六、报名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
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06室。七、特别说明：（一）拍卖标的现
场由买受人自行前往查看，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物所作的说明和提
供的资料、图片等，仅供竞买人参考，不构成对标的物的任何担保，
拍卖标的以现状拍卖，土地的实际面积以过户时登记机关确定的
为准。（二）因拍卖财产现状及存在瑕疵等原因不能或者延迟办理
过户的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委托方和拍卖人不承担过户办证

涉及的一切费用；对拍卖标的能否办理过户手续、办理时间及欠缴
的土地出让金等情况，请竞买人在竞买前自行到相关职能部门咨
询确认，委托方和拍卖人不作过户的承诺。（三）请竞买人在拍卖前
必须仔细审查拍卖标的物，调查是否存在瑕疵，认真研究查看所竞
买标的物的实际情况，并请亲临现场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
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竞买人慎重决定竞买行为，一旦作
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
及未知的瑕疵。（四）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
退还，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
原拍卖价款的差价、冲抵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
关的被执行人的债务。悔拍后重新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
买。对于在司法拍卖过程中恶意抬价、扰乱司法拍卖秩序的买受
人，委托方将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五）本次拍卖过户产生的税、费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负担，被执行人因本宗土地使用权欠缴的土
地出让金（含利息、违约金）从拍卖成交价款中支付，具体欠款的土
地出让金（含利息、违约金）由竞买人向相关职能部门了解。八、拍
卖机构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九、委托方监督电
话：0898-66518786。十、公司网址：http://www.hnhxpm.net。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2〕琼01拍1号

受委托，定于2022年8月15日上午10:00至2022年8月16
日上午 10:00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
auction.jd.com/haiguan.html）按现状净价拍卖：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20727-2期）

展示时间：2022年8月10日～11日。
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

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联系电话：13518845528；15607579889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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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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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标的物名称

海口市秀英区成业路3号恩祥新城北大
华府A区1#楼16层1603室

海口市蓝天路南侧金桃苑A座701房

海口市蓝天路南侧金桃苑A座706房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245号蔚蓝海岸
C11栋

海口市大英路79号华宝大厦二层

海口市蓝天路35号名门广场B座26层
2602房

海口市大同路1号第2层
海口市大同路1号第3层

海口市琼山区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第1层
西侧

海口市琼山区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第2层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梧桐路24号翡翠湖
6#楼2单元7层701室及地下-1层B180

车位

三亚市凤凰路同心家园六期5幢1001房

乐东黎族自治县江南三路江北家园10幢
A单元904房

建筑
面积m2

93.92

163.4

118.34

578.11

1057.47

166.94

1050.6
1050.6

353.85

771.41

178.31

75.92

129.49

参考价
（万元）

120.2176

111.112

80.4712

832.4784

1099.7688

220.3608

1638.936
1365.78

622.776

863.9792

241.6652

121.472

82.8736

保证金
（万元）

24

22

16

166

219

44

327
273

124

172

48

24

16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7HN0179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
的：1.海口市琼山区琼山中学校门西侧1号商铺；2.海口市美兰区
和平大道12号银海苑第三层房产；3.海口市龙华路海口市第一中
学校区19号商铺。二、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
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
2022年7月27日至2022年8月9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
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
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38吴先生、
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
大厅产权交易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7月27日

《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JDQB-C01-01等地块规划修改的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范围内江东新区起步区东北侧，东至东五路，西至白
驹大道，北至一横路，南至三横路围合的JDQB-C01-01等地块
进行规划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意见，现将规划调整
方案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7月27日至2022年8
月25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
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
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7，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7月27日

房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5HN0114-2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凤翔东路113号房改办小区A栋
301、302房进行招租。招租价格4071元/月，租赁期限五年，
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动
态报价方式交易。公告期：2022年7月27日至2022年8月9
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
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
产权交易所，联系电话：0898-66558007 麦先生、0898-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
厅4号窗口，联系电话：0898-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7月27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征询异议公告
〔2018〕琼01执恢204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甸支行

与被执行人海南中商农产品中心市场有限公司、海口那甲实业有

限公司、中国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瑞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中，拟对被执行人海南中商农产品中心市场有限公司开

发建设的登记在被执行人海口那甲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

长流那甲山的海南中商农产品中心市场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号：建字第2009A0198号）进行拍卖处置。对上述房产的权属

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方式向本院提出，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2年8月4日上午10：00起至2022年8月5日
上午10：00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zc-paimai.taobao.com）对下列标的物按现状净价整体公
开拍卖。一、拍卖标的：海南万州福利包装有限公司的废旧设备一
批，参考价：30万元，保证金：10万元。二、展示时间：2022年8月2
日～3日。三、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四、特别说明：（一）本次拍
卖的是废旧设备一批，以现状净价为准，如数量与清单不符，拍卖成
交价款多不退，少不补。竞买人在参加竞买前须前往实地看样并了
解情况，一经竞价即表示对标的实际状况已完全了解并接受，对自
己的竞买行为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拍卖人、委托人不承担瑕疵担
保责任。（二）买受人如需开具货物发票，需自行到税务部门开具并
承担一切费用，我司只提供佣金发票。五、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到
阿里平台实名注册，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
须知》。六、公司地址：海口市海秀东路33号瑞宏大厦A1座1302
室。七、联系电话：（0898）66785809。

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8月3日
10:00至2022年8月3日16:00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
台（http://auction.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拍卖下列标
的：1.化妆品等一批，保证金10万元；2.酒一批，保证金1万元；3.电
子产品（含苹果平板电脑、苹果手机）一批，保证金5万元。以上标的
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按现状拍卖。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
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支付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详见
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的
相关准则。也可登录海口海关网址查询。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8
月1日至2日（查看标的应遵守当地防疫要求并提前预约）。标的展
示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 61 号海口海关。联系电话：0898-
68538965、18976947136。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
商务广场3层。海口海关联系电话：0898-68516387。监督单位：
海口海关监察室，投诉电话：0898-66188110。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20803期）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0811期）

现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年8月10日10：00至8月11日
10：00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
的方式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峄路22-1号中盟•
椰海国际地下室33个车位（资料备索），竞买保证金：1万元/个。
特别说明：上述拍卖标的按现状拍卖及交付，拍卖标的过户所产生
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本次拍卖标的仅
限本小区业主参与竞拍。展示时间：2022年8月2日至3日。展
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保证金缴款账户名称：海南银达国际拍
卖有限公司，账号：2201020909200273650，开户行：工商银行海
口金贸支行（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8月
9日17：00前向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
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低层区6层。联系方式：
18976476929韩先生，18976639393 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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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7月 29日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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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如下：

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抵债的位于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

80公里处土地使用权（面积：159，566.65m2）及地上建（构）筑物、生

产性生物资产等。

资产参考价人民币6337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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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资产所在地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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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2年7月28日17:00前（以竞买保

证金到账为准）。

拍卖单位：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

港澳申亚大厦25层；电话：0898-68585002、13876683321。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686642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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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海南监管局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0729期）

我国制造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

制造业增加值
占全球比重近30%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张辛欣）工
信部规划司司长王伟26日表示，我国制造业增加
值从 2012年的 16.98 万亿元增加到 2021年的
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
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供给体系质量
大幅提升。

王伟是在26日工信部举行的“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 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新闻发布会上作出
上述表述的。

王伟说，制造业综合实力持续提升主要体
现在规模优势不断巩固、体系完整优势更加凸
显、产品竞争力明显增强。我国技术密集型的
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由2012年
的7.4万亿元、3.8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2.8
万亿元、6.3万亿元，制造业中间品贸易在全球
的占比达到20%左右。目前，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已有445家，具有较大规模和较
强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306家，在增强我
国制造业供给能力和产业链韧性方面发挥了关
键作用。

我国将加快推进
农村“生活服务圈”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高蕾）我国
将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服务圈”建设，推进邮政、电
信等公共事业服务进村入户，同时加快推进入户
道路建设，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加快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服务。这
是记者26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的。

据了解，近日，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6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完善村级综合服务功
能的意见》。意见明确，要加强村卫生室标准化建
设，合理配置人员，强化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等服
务；完善农村地区医疗保障服务网络，依托村级综
合服务设施等，提供相应的代办、帮办医疗保障服
务；完善村就业和社会保险服务体系，加强退役军
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多渠道
促进转移就业；强化村社会服务功能，做好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和救助帮扶工作，支持救助对象较
多的村建立社会救助服务站点等。

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国内疫情多发散发，不利影响明显
加大，经济发展极不寻常，超预期突发
因素带来严重冲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
大势、谋全局，提出“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明确要求，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中国经济攻坚
克难、企稳回升，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
区间，彰显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经济运行企稳回升
回眸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前2个月开局良好，3月下旬受疫情反
弹和乌克兰危机等超预期因素冲击，
下行压力陡然增大；5月下旬以来，经
济运行持续企稳回升，积极因素不断
增多。

进入6月以来，诸多经济指标回
升态势明显：

重要经济先行指标——中国制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PMI）回 升 至
50.2%，连续三个月收缩后重返扩张
区间；

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2.1%，较上
月回升2.8个百分点，这是该指数时
隔三个月再次回到50%以上；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比
5月份加快3.2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5月份下
降6.7%转为增长3.1%……

“面对异常复杂困难局面，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有效实
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疫情反弹
得到有效控制，国民经济企稳回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日前在
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来之不易。面
对风险挑战，宏观、微观、结构、科技、
改革开放、区域、社会等七大政策加快
落地，增量政策工具谋划推出，六方面

33项政策持续加力，全力稳住宏观经
济大盘。

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截至7月20日，全国合计新增减税降
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万亿元；保持
流动性合理充裕，上半年新增人民币
贷款13.68万亿元，同比多增9192亿
元；在全国集中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
项整治行动；做好高校毕业生城乡基
层就业岗位发布……

从33项政策聚焦扎实稳住经济，
到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阶段性
措施与制度性安排结合，普惠公平与
精准支持配合，着力推动经济回归正
常运行的轨道。

加快推动水利、交通运输等基础设
施投资，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
3000亿元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稳定增
加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北京、合肥、
福州等多个城市发放消费券；密集部署
一系列稳外贸举措……稳投资、促消
费、稳外贸，着眼于畅通经济循环的一
系列部署，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从总量看，主要经济指标实现正
增长，“稳”的基础不断加固。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2.5%，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0.4%；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6.1%；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54万人。

从结构看，新动能保持较快成长，
“进”的动能加速集聚。

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9.6%，高技术产业
投资增长20.2%；制造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
0.7个百分点；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
消费总量的比重同比提高1.3个百分
点……

“面对内外部阶段性、突发性因
素冲击，我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
企稳回升，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
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司长袁
达说。

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下，把

保障民生置于突出位置、切实兜住兜
牢民生底线至关重要。

就业是头等民生大事、稳经济大
盘的重要支撑。受疫情冲击等影响，
今年以来就业压力陡然上升，民生保
障难度增加。各方面持续加大稳就业
力度，强化民生兜底保障。

对餐饮、零售等5个特困行业企
业及17个其他行业的困难企业实行
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提高中
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最高
至90%，加力落实社保、培训等补贴，
推出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
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高校
毕业生，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
计划，促进青年提升职业能力；对农民
工，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大力培育劳
务品牌，积极拓宽务工渠道……截至
6月末，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达
3223万人，同比增加160万人。

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粮食价格大
幅上涨，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做好保供
稳价更显意义重大。

中央财政下达资金300亿元为实
际种粮农民发放补贴，投放100万吨
国家钾肥储备；自今年 5 月 1 日至
2023年3月31日，对所有煤炭实施税
率为零的进口暂定税率；加快煤炭优
质产能释放，完善煤炭中长期交易价
格机制……

面对全球通胀压力，我国坚决不
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科学把握
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确保重要民生
商品和基础能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成为全球物价的重要“稳定器”。

“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
但我们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继续保
持物价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年涨幅3%
左右的CPI预期目标可以实现。”国家

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说。
更加注重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兜

住民生底线。聚焦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在原来发放生活补助基础上增发
生活补贴；为困难群体代缴养老、医疗
保险费，防止脱贫户返贫；及时启动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
动机制，发放临时价格补贴。截至5
月底，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预算1546.8亿元已全部下达。

顺应群众期盼补短板破难题，增
进民生福祉。今年起，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费用可按照每个每月1000元
的标准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
除；第七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拟中选
327个产品，平均降价48%；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上半年，我国社会领域投资增长
14.9%，明显快于全部投资增速。

外商看好中国市场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

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月21日，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

人青岛峰会闭幕。本届峰会吸引476
家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负
责人参加，共签订99个重点外资项
目，总投资额156亿美元。

峰会期间，生物制药企业阿斯利
康宣布在山东青岛投资建设生产供应
基地并设立区域总部，成立以罕见病
为主题的创新中心、生命科学创新园
及产业基金。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对医
疗健康的更高需求，开放公平的营商
环境，支持创新药研发的利好政策，为
我们在华投资带来广阔机遇。”阿斯利
康中国总裁王磊说。

阿斯利康加码在华投资，是跨国
公司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的一个缩影。

一组数据展现外界对中国经济长
期向好的信心：

今年前5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56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3%，折合877.7亿美元，同比增长
22.6%；截至5月底，我国登记在册外
商投资企业66.6万户，比上年底增长
0.3%。一季度，72.1%的外资企业在
华增资幅度大于5%。

中国美国商会近期发布的2022
年度《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
83%的受访企业不考虑将生产或采购
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

中国经济稳步迈向高质量，消费
市场不断扩容提质，新业态与新趋势
蓬勃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国投资
者分享“中国机遇”。

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预计600
多个全球新品首发首秀、中外参展品
牌2800余个、境外企业参展面积占比
由首届的75%增加至80%……

7月25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开幕
的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吸
引着全球企业的目光。

“我们希望借助消博会，为中国消
费者量身打造先进产品，全面助力中
国消费者高品质美好生活。达能始终
看好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和市场机
遇。”跨国食品饮料公司达能中国、北
亚及大洋洲总裁谢伟博说。

肯尼亚经济学者贝亚特丽斯·马
蒂里-迈索里近日表示，中国经济基
础坚实，在新冠疫情反复、国际局势复
杂多变的背景下，上半年经济数据让
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要抓住经济恢复关键期，狠抓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继续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持续增效力激活
力添动力，不断巩固经济稳定恢复的
基础，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付
凌晖说。

牢牢把握有利条件，正视困难不
畏惧，坚定信心有干劲，中国经济航船
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破浪向前、
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巩固回升态势 坚定发展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