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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要求，现将我局拟批桂林市叠彩基础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广西中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桂林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
《桂林市叠彩区铁路片区拆迁安置项目规划调整》方案予以公示（详见公示网
站）；

该项目位于中山北路西侧，规划西二环路南侧地块。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27186 . 48 平方米，规划计容总建筑面积 83810 . 48 平方米，容积率 3 . 08 ，建筑密
度 23 . 5% ，绿地率 34 . 1% 。具体调整内容详见公示图纸。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将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
方式）于公示期内送达临桂区西城中路 69 号创业大厦西辅楼桂林市政务中心三楼 C
区 29 号窗口（联系电话： 5812513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
权利。

公示期限：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延满 7 个工作日止。
公示网址： www.glghj.gov.cn
咨询电话： 0773-2850440

桂林市自然资源局
2019 年 11 月 1 日

公 示
经股东会决议，同意广西天力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3004991285632 ，注册资本：
5608 万元)与广西桂图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50300559419371U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采取吸收合并方式进行合
并登记，广西桂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依法注销，广西天力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存续。合并前两公司的债权、债务
由合并后存续的广西天力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继承。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公司对债务进行清偿或提
供相应担保。

特此公告！
广西天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桂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04 日

吸收合并公告

一、报告查询方式
(1)电子版链接： https ：//pan.baidu.com/s/1Q5at1ft1QrXPd-Jeh7TEmw
(2)纸质版：灵川县青狮潭村委文家村盛锦塑料公司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企事业单位及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 ：//pan.baidu.com/s/1LwiA0e7kSGjU5WhzHpoW8w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电子邮箱： 1255288700@qq.com 。
(2)邮寄地址：灵川县青狮潭村委文家村(灵川县盛锦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五、公示日期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公示单位：灵川县盛锦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2019 . 11 . 01

年产 5000 吨再生塑料粒子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遗失声明
▲吴雨鑫遗失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住院收费票
据一张，开票时间： 2019 年 7 月 24 日，金
额： 3569 . 80 元，票号码为：桂 C(19-2)
NO.00369740 ，声明作废。
▲韦人杰遗失就业失业证，失业证编号为：
4503040015000077 ，声明作废。
▲桂林市天安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牌
号为桂 CVH135 号车辆的道路运输证，证号
为：桂交运管桂字 450300163899，声明作废。
▲覃琨富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学生证，学号为： 1652400104 ，声明作废。
▲桂林市嘉琦服装店第一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副本，注册号为： 450300300000094 ，
声明作废。
▲胡金辰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学生证，学号为： 1856310329 ，声明作废。
▲马磊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学
生证，学号为： 1854300136 ，声明作废。
▲关护民遗失人民警察证一本，警察证号为：
4505516 ，声明作废。

新华社上海 11 月 4 日电（记者季明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4 日
晚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宴会，欢迎出席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

金秋时节，十里外滩，浦江两岸，广厦
林立，流光溢彩，一派繁荣景象。拥有近百
年历史的和平饭店与不到 30 年间拔地而起
的陆家嘴金融中心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申城
的发展变迁和中国的开放历程。

晚 6 时许，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牙
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夫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
斯夫妇、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等外方贵

宾陆续抵达。习近平和彭丽媛同他们亲切交
流并合影留念。

晚 7 时许，宴会开始。习近平发表致
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国
领导人和嘉宾的到来。

习近平指出，近代以来，上海就有“江
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引领中国
开放风气之先，近几十年来更成长为一座国
际化大都市。新中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改革
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
中华大地发生了沧桑巨变。从中国的发展历
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世界好，中国才能

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习近平强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

短时间内，从无到有，迅速吸引了世界各
国和企业广泛参与，成为全球贸易发展史
上的一大创举，成为新时代国际合作的又
一重要平台。中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
主动扩大进口，是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
平对外开放、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动作
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易的是商品和
服务，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迎的是五洲
客，计的是天下利，顺应的是各国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潮平两岸阔，风正一
帆悬。”让我们共同扬起合作之帆，乘着
时代发展的东风，推动世界经济之船扬帆
远航，驶向生机盎然的春天。

宴会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进行。大家
共同举杯，预祝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圆满成功，祝愿各国发展繁荣、人民幸
福安康。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黄
坤明、王毅、赵克志、何立峰等参加上述
活动。

习近平和彭丽媛设宴欢迎出席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何欣荣 周蕊 张千千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行，来自 1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3000 多家企业参展。参展国别
和企业数量均超过首届。

与首届相比，本届进博会有哪些新亮
点？“新华视点”记者带您先睹为快。

【亮点一】展商：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过 250 家

本届进博会参展企业达 3000 多家，其
中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过 250
家。每家企业的平均展览面积由首届的 74
平方米扩大至近 90 平方米。

路威酩轩、资生堂、庞巴迪、礼来等一
批知名跨国企业，成为进博会上的“新面
孔”。在首届进博会期间达成 8 . 41 亿美元
合作意向的放疗设备企业瓦里安，早在去年
就报名参加第二届进博会。“会上取得的成
果鼓舞人心，我们现在还准备报名参加第三
届进博会。”瓦里安医疗大中华区总裁张晓
说。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说：
“绝大多数参加了首届进博会的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都积极参加第二届。其
中半数以上企业参展面积有所扩大。”

本届进博会美国企业表现踊跃，参展
数量达 192 家，较去年增长 18% ；参展面
积达 4 . 75 万平方米，与去年相比明显增
加，位居各参展国之首。“可以看出，中
国市场对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海内外企业
有巨大的吸引力。”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

斌说。

【亮点二】展品：越来越多

的最新科技和产品在此实现“全

球首秀”

韩国起亚汽车将举行一款电动概念车型
的全球首发，法国奢侈品巨头路威酩轩将举
行旗下多款新品的“全球首秀”……中国首
创的进博会，正在为全球企业打造最新科技
和产品亮相的大舞台。

与首届相比，第二届进博会的展览规模
更大。企业展设置科技生活、汽车、装备、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品质生活、服务贸
易、食品及农产品等 7 个展区，展览面积
由过去的 27 万平方米增至 33 万平方米。

孙成海说，第二届进博会首发的新产
品、新技术预计将超过首届。比如在科技生
活展区，魔术吸油烟机、量产的折叠屏手机
等最新产品将让观众一饱眼福。医疗器械及
医药保健展区的抗癌产品、康复器械是突出
亮点，其中包括世界上最细的胰岛素注射
针、手术机器人、感光变色隐形眼镜等一批
新技术、新产品。

除了企业商业展，第二届进博会的国家
展也是精彩纷呈。 64 个参展国中， 24 个
国家为首次亮相。各国将充分运用传统与高
科技手段，着力展现本国的货物服务贸易、
投资旅游、人文科技，其间还将举行有民族
特色的演出。

进博会上的中国馆以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为主题，展览内容从大飞机、中国天眼等
创新成果，到步行街、智慧家庭等日常生活
展项。展览的互动体验也非常丰富，比如模
拟驾驶国产大飞机飞上蓝天，操纵“深海勇
士”号潜水器潜入海底等。

【亮点三】交易：“买手

团”有望超 50 万人

首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额 578 . 3 亿美
元，从初步的摸底情况看，大部分交易团
的完成合同率超过 90% 。一大批境外的
优势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满足了国内
消费升级的需要。

有良好的履约情况在前，第二届进博
会的国内外采购商和专业观众有望超过
50 万人。不少采购商已经摩拳擦掌，准
备开展精准采购。

在进博会上出手的不仅是中国买家，
境外采购商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第二届
进博会的境外专业观众报名注册已超过
7000 人，充分显示了进博会“买全球、
卖全球”的国际影响力。

进博会不只是“买买买”。以贸易引
投资、以贸易促合作，进博会的溢出带动
效应正在不断显现。首届进博会期间，瑞
典企业医科达收获了数十单意向采购合
同，不少医疗器械已在国内医院投入使
用。良好的市场反响，促使医科达在上海
陆家嘴注册成立了医科达（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亮点四】交流：虹桥国

际经济论坛共商世界经济重大

前沿热点

进博会不是一般性的会展，而是集展
览、交易、论坛、人文、外交等活动于一体。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旨在为国际政商学
界搭建高端对话平台，共商世界经济重大
前沿热点问题。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主题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由开幕式主
论坛和五场分论坛组成，五场分论坛议题
分别为“开放、规则和营商环境”“人工智能
与创新发展”“世贸组织改革和自由贸易协
定”“数字化时代与电子商务创新发展”

“70 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届时，预计将有 4000 多名来自各个

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和国际组织代表与
会，为世界经济重焕生机建言献策。

【亮点五】服务： 49 家

平台对接进博会

在进博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所在的虹桥商务区，一座总建筑面积
达 5 . 1 万平方米的 B 型保税物流中心已
经落成。

B 型保税物流中心是虹桥进口商品
展示交易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海关
监管的创新项目，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
中心目前已汇聚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500 多个品牌的进口新品、名品；运用
“前店后仓”的业务模式，交易中心帮助
世界各地的优质商品以更快的速度、更优
惠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

帮助“展品变商品”，类似的交易服
务平台，在上海还有不少。与国家会展中
心一街之隔的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吸引
了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逾 50000 件海外商
品，其中包括首届和第二届进博会的同款
商品 2000 件。

进博会前夕，上海再次授牌 18 家企
业成为进博会“6 天+365 天”交易服务平
台，使得交易服务平台的总量达到 49 家。

（参与记者：龚雯 桑彤）
（新华社上海 11 月 4 日电）

进博会 5 日开幕，五大新亮点先睹为快

■新华视点·第二届进博会

▲ 11 月 4 日，由桂林市教育局、体育局共同主办的
2019 年桂林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落
幕。据了解，本届运动会自 10 月 31 日拉开战幕，至 11 月 4
日结束，运动会共设 9 个组别，分别为：县小学、初中、高
中，市小学、初中、高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小学、初
中、高中。全市共有 48 所中学、22 所小学，1633 名选手参
加田径赛；21 所中小学、241 人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赛。 记者孙敏 通讯员朱国瑞 文/摄

桂林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举行

▲经 2 天紧张激烈的角逐，11 月 3 日，桂林市第二十届
乒乓球赛在桂林市会展中心 A1 乒乓球馆落幕。已经连续举办
了 20 届的桂林市乒乓球赛一直受到市民热捧，比赛期间，每
天来到赛场观看比赛的市民和乒乓球爱好者络绎不绝。图为比
赛现场。 记者孙敏 通讯员朱国瑞 文/摄

桂林市第二十届乒乓球赛落幕

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记者查文晔 陆华东） 11 月 4
日，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商中央组织部等 20 个有
关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以下简称“ 26 条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 26 条措施”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
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
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
大陆发展机遇，为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提供更多同等待遇。
“ 26 条措施”宗旨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 31 条
措施”一脉相承，是在对台工作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
胞的又一具体体现。

“ 26 条措施”涉及为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 13
条，包括台资企业同等参与重大技术装备、 5G 、循环经济、
民航、主题公园、新型金融组织等投资建设，同等享受融资、
贸易救济、出口信用保险、进出口便利、标准制订等政策，支
持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示范点建设等；涉及为台湾同胞提供
同等待遇的措施 13 条，包括为台湾同胞在领事保护、农业合
作、交通出行、通信资费、购房资格、文化体育、职称评审、
分类招考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 26 条措施”将进一步帮助台资企业加快科技创新，降
低综合成本，抢抓发展机遇，实现更好发展，并继续为台湾同
胞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打造更好环境，提供更优条件，
促进融合发展，保护合法权益。

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

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
法惩处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安定，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给涉黑涉
恶在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统称
“在逃人员”）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
理的机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有关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在逃人员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自动投案，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可以依
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
的，可以依法免除处罚。

二、由于客观原因，本人不能在规定
期限内到司法机关投案的，可以委托他
人代为投案。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
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

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
关抓获的，视为自动投案。

三、在逃人员的亲友应当积极规
劝其尽快投案自首。经亲友规劝、陪
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在
逃人员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

四、在逃人员有检举、揭发他人
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以及提供
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
或者有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在
逃人员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五、在逃人员要认清形势，珍惜
机会，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
理。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的，
司法机关将依法惩处。任何人不得为

在逃人员提供隐藏处所、财物、交通
工具，为其通风报信或者作假证明包
庇，或者提供其他便利条件帮助其逃
匿。经查证属实，构成犯罪的，将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凡知悉在逃人员情况、信息
的公民，都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检举揭
发。司法机关将对检举揭发人员依法
予以保护和保密。对威胁、报复举报
人、控告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举报黑恶犯罪线索、检举
在逃人员情况，可扫码登录全国扫黑
办 12337 智能化举报平台。

七、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19 年 11 月 4 日

(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关于敦促涉黑涉恶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记者张辛欣）记者 4 日从工信
部获悉，工信部即日起开展信息通信领域 App 侵害用户权益
专项整治行动。对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违规使用用户个人
信息等 8 类突出问题重拳整治。

工信部提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面向 App 服务提供者和
App 分发服务提供者两类主体对象，重点整治违规收集用户个
人信息、违规使用用户个人信息、不合理索取用户权限、为用户
账号注销设置障碍等四个方面的 8 类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分为
企业自查自纠、监督检查和结果处置三个阶段，时间为 2 个月。

工信部重拳整治

App 侵犯用户权益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