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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广告咨询热线0898-31885668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 云 惟 民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460022198609185616， 有 效 期 限
2016.03.11-2036.03.11，现声明作废。

★ 肖健遗失三亚棕榈滩西6-503房的

收据 ，面积补差金额 2126 元，公共维
修基金金额19.8元 ，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 许新华居民身份证遗失，证号：

460200197107010574，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畅顺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三房预许字〔2020〕55 号

《商 品 房 预 售 许 可 证》批 准 三 亚 联 合 广 场 项 目 一 期

HPC-07-07 地块 3#住宅楼预售，房屋地上建筑层数为 10

层 ，批 准 预 售 建 筑 面 积 ：3864.77 平 方 米（其 中 ：住 宅

3833.13 平方米、商业 31.64 平方米），套数：40 套（其中：

住宅 38 套、商业 2 套）。该项目位于三亚市海坡片区海田

路，土地房屋权证号为：三土房（2015）字第 12658 号，由三

亚联合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发建设单位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进行商品房预售。

二、该项目预售款监管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 司三亚市分行，监管账号：9460 0301 0019 316671。

三、该项目批准预售有效期为 3 年（即 2020 年 11 月

11 日 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11 月 11 日

三亚市商品房预售公告
三房预许字〔2020〕55 号

本公司三亚忠诚装璜工程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20137206-2），拟定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00 在三亚市

吉阳区荔枝沟津海建材市场陶

瓷区三排26号二楼会议室召开

股东会商讨公司注销事宜，请

股东准时参会，逾期不参会视

同同意注销公司。

特此通知！

三亚忠诚装璜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1日

通 知 新华社马尼拉 11 月 11 日电（记者 杨柯 袁梦
晨）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11日发表声明说，菲总统杜

特尔特已决定再度暂停终止菲律宾与美国签署的《访
问部队协议》，暂停期6个月。

洛钦在声明中说，菲律宾选择再度暂停终止《访
问部队协议》，是为了让双方“能够在如何推进共同防
御方面找到一个更互惠、彼此更能接受以及更有效和
持久的方案”。

今年2月，菲律宾政府曾宣布将终止与美国签署的
《访问部队协议》，但此后菲方提出“基于当前区域情势
的变化”，自6月1日起暂停终止该协议6个月，6个月
期满后，菲方有权再次选择暂停终止协议6个月。

《访问部队协议》是菲律宾与美国在 1998 年签署
的重要军事协议之一。协议规定了美方军人、军事相
关人员以及军事装备进入菲律宾的条件、活动范围以
及可获得的便利，其中包括双方举行军事演习的相关
内容。按照双方约定，如要终止协议，任何一方需以
书面形式通过外交渠道通知另一方，在通知180天之
后协议自动终止。

菲律宾决定再度暂停终止
与美国的《访问部队协议》

美国苹果公司 10日发布三款新电脑，
从外观上看秉承苹果旧款电脑的精髓。然
而，新款电脑没有使用英特尔芯片，而是使
用苹果自研M1芯片。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分
析，苹果发布这三款携带自研芯片的电脑，标
志英特尔处理器对苹果电脑持续15年的支持
告终，同样意味半导体行业出现重大变化。

美国高德纳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按出
货量计算，苹果是全球第四大个人电脑制造
商。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6月宣布，
将在今年底前推出使用自研芯片的苹果电
脑，用大约两年完全替代英特尔芯片。

英特尔在声明中说：“我们认为英特尔
支持的个人电脑……向全球客户在他们最
重视的领域提供最佳体验，向开发者提供
最开放的平台。”

苹果芯片基于ARM技术，而英特尔芯片
采用x86架构。CNBC报道，使用ARM技术
的芯片更加高效，设备电池续航能力更长。

这并非苹果弃用英特尔芯片的唯一原
因。库克多次说，“拥有并掌控我们所制造
产品背后的主要技术”是苹果的长期战略。

掌控自研技术有助苹果更进一步整合
产品，同样意味企业能够自己把握时间，节
约更多成本。

英国 CCS 洞察公司研究总监韦恩·拉
姆说，相比英特尔和高通的芯片研发模式，
苹果认为自研芯片创新速度更快。

新款苹果电脑使用的 M1 芯片采用 5
纳米工艺。这些芯片主要由亚洲芯片工厂
代工。与之对比，英特尔供货的芯片采用
10 纳米工艺。英特尔自己的工厂现阶段
仅生产10纳米芯片。 （据新华社）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遭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解职后，分管政策的代理副
部长詹姆斯·安德森等三名官员 10日相
继请辞。

美国媒体认为，本届政府任期临近结
束，重要部门急剧“换血”不寻常，而填补
空缺的均是特朗普亲信。

集体辞官

特朗普9日解职埃斯珀，任命全国反恐
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米勒为代理防长。米
勒上任不到24小时，安德森递交辞呈。

美联社报道，分管情报的副部长约瑟
夫·克南稍后辞职。另一名辞职高官是
部长办公室主任珍·斯图尔特。

一名五角大楼官员说：“这简直疯
狂。”

安德森在致国防部同事的告别留言
中说：“我敦促所有人保持对任务的关
注、不支持任何政党，铭记就职宣誓。”

国防部主管政策的副部长约翰·鲁德
今年 2 月因与特朗普政府意见不和而遭

解职。作为副手的安德森从那时起充任
代理政策主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人
事变动将给五角大楼增添混乱。

亲信接替

安德森的职位由退役陆军准将安东
尼·塔塔接替。

塔塔今年夏天被提名为国防部主管
政策的副部长，却遭国会两党反对。他
经常亮相电视媒体并坚定维护特朗普，
过往言论屡次引发争议，曾指认民主党
籍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是“恐怖分子”。

克南和斯图尔特的空缺分别由曾供
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埃兹拉·科
恩－瓦特尼克和卡什·帕特尔填补。

科恩－瓦特尼克曾为特朗普的首名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效力。
帕特尔先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分管反恐
事务的高级主管，按照政府官员的说法，
他与米勒的工作关系“非常近”。

米勒的能力同样遭到质疑。一名官

员告诉 CNN，米勒人不错，但出任防长
“超出能力范围”，部分原因在于他先前
的官职级别相对低且专长是反恐。

扫清障碍？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
人亚当·史密斯10日发表声明，国防部在
政府即将换届之际发生高层人事变动，
十分“危险”。特别是国防部最高政策官
员安德森辞职，“所有美国人应当警惕”。

知情人士 10 日告诉 CNN，白宫革职
埃斯珀后似乎专注“追击”其手下多名副
部长，因为埃斯珀及其团队先前反对特
朗普过早从阿富汗撤军。

一名国防部官员说：“这非常令人不
安。”

国防部官员愈发怀疑，埃斯珀等高层
人物离开意味着特朗普可能再次寻求推
进五角大楼反对的举措。CNN分析，特朗
普或许会无视军方建议推动在圣诞节前
撤回驻阿美军，还可能出动现役部队应对
国内反种族歧视示威活动。（据新华社）

苹果新款电脑
停用英特尔芯片

11 月 11 日，在韩国首
尔汝矣岛汉江公园，工作
人员对中国亿航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研发的双座自动
驾驶飞行器“EH216”进行
试飞前的准备。

韩 国 首 尔 市 政 府 11
日在首尔汝矣岛上空开展
了“ 空 中 出 租 车 ”无 人 试
飞活动。一款中国研制的
自 动 驾 驶 飞 行 器 参 加 试
飞。

新华社发

中国研制的
自动驾驶飞行器
在韩国首尔试飞

11 月 10 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较前日上调
226点至 6.5897，中间价升至2018年 6月 27日以来
最高点。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先抑后扬。年初人
民币汇率下行，至5月底曾一度收于7.1455，随后开
始上涨。截至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较 5月底的
低点已升值近8%，同期，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升
值幅度超 3%。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
价平均为 6.9586，较 2019 年全年均值仍贬值了
0.86%。

此轮人民币汇率上涨已经引发业内专家关注。
综合专家们的观点，此轮人民币汇率上涨推力主要
来自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和中国国际
贸易方面表现强于预期；另一方面其他主要经济体
货币和财政政策表现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在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看来，本轮人
民币汇率升值具有坚实的基础，几乎所有汇率影响
因素都对人民币形成了利好。

——中国经济率先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复
苏，进出口和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都实现了顺差，这
是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基本面因素。

——美元指数大幅下行是推动人民币汇率上涨
的重要原因。

——在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账户下，不论股票
还是债券市场，外资持续流入改善境内外汇市场供
求关系，客观上支撑了人民币汇率。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俄罗斯维和部队10日乘军机前往纳戈尔诺-卡拉
巴赫（纳卡）地区，任务是监督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停
火。

土耳其外交部长当天说，土方将“一同主导”对纳卡
停火的监督。

俄罗斯国防部10日说，载有俄维和人员、装甲运兵
车和物资的第十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已从俄罗斯起
飞，前往纳卡地区。

俄国防部说，俄方一共将把1960名维和人员、90辆
装甲运兵车、380辆车辆以及一些特殊装备运至纳卡地
区。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阿塞拜疆总统伊尔
哈姆·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9日签
署联合声明，宣布纳卡地区10日起“完全停火”。普京
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军队将停留在各自阵地，俄维
和人员将进驻纳卡监督停火。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10日说，向
纳卡地区派俄维和人员的打算一个月前就在外交谈判
中开始讨论，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三方共同研
究。

纳卡地区新一轮武装冲突9月27日爆发。阿塞拜
疆和亚美尼亚10月三次签署停火协议，然而冲突继续。

土耳其是阿塞拜疆的传统盟友，在纳卡冲突期间宣布
全力支持阿塞拜疆，但否认输送武装人员直接介入战事。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10日在社交
媒体写道，阿塞拜疆取得“战场和谈判桌上的重要收获”，
土耳其将继续在战场和谈判桌上站在阿塞拜疆一边。

恰武什奥卢当天在记者会上说，9日纳卡停火声明
签署后，眼下的讨论聚焦如何监督和控制停火，土方将

“一同主导”对停火的控制，并将支持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10日说，俄罗斯和土耳其将

派维和士兵在纳卡地区联合监督停火。 （据新华社）

俄维和部队前往纳卡
土耳其欲参与监督停火五角大楼高层“急换血”

人民币汇率缘何上涨？
新华社记者 刘开雄

国际新闻

从隆冬到金秋，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
显现疲态，但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成为带动
全球增长的重要力量。如期而至的“双 11”
让中国市场的韧性、潜力尽显：家底厚实，购
买力强劲，产供销运快捷高效。

“加”时长、扩规模、多备尖货

今年是“双 11”的第 12 年，玩法又有创
新。消费者可分两轮购买，11月 1日至 3日
启动第一波高峰，11 月 11 日为第二波高
峰。更长的销售周期给商家带来了更多生
意机会，也让商品的邮路更加畅通，消费者
拿到商品的时间缩短。

据统计，今年“双11”吸引超过8亿消费
者、25万个品牌、500万户商家共同参与，是
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高的一年。

“手上的单子还没做完，新的单子正源
源不断进来。”义乌市泽熙日用品厂厂长方
昊说，“‘双 11’第一波销售超出预期，我们
把备货规模从 100 万单提升到约 120 万
单。”

“突破亿元！”不少品牌宣布“双 11”累
计销售正在创造纪录。从11月 1日到 11日
中午 12 点，完美日记、花西子、认养一头牛

等 16 个新品牌累计成交额分别突破亿元。
业界预计未来3年，将有1000个年销售过1
亿、100个过10亿的新锐“黑马”品牌在互联
网上成长起来。

“减”环节、降成本、防止浪费

从商家到消费者电商模式（B2C）到用
户直连制造（C2M），电商平台正一步步减
少中间商，让消费者离生产者更近。

绍兴巴鲁特服饰有限公司把握“私人订
制”风口，在“双 11”前夕与电商平台合作，
基于大数据趋势中心提供的开发方向设计
生产。公司总经理吕勇介绍，这大大压缩了
新品上市时间，企业能提高运转效率、降低
成本，消费者也能得到更多质优价廉的产
品。

商家、物流行业加入了“绿色”“减量”的
队伍。“原来包裹里三层外三层，今年我发现
有些包裹变‘轻’了。”这两天，杭州市民王女
士收到了自己在“双 11”囤的咖啡，她发现
不用剪刀，用手就可以直接撕开纸盒。“纸盒
上没有胶带，希望有更多商家用这种绿色包
装。”王女士说。

业界还探索利用智能分析等手段扩大

原箱发货规模。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
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电子运
单使用率达 98%，年可节约用纸量相当于
617亿张A4纸。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率
达52%。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75%，总使用
量同比减少 96.4%，年节约一次性塑料编织
袋24.8亿条。

“乘”风上、科技感、数字赋能

“双11”直播带货以更大声势席卷而来，
几乎成为所有平台和大型商家的标配。

趣味女袜、萌萌童袜、荧光潮袜，做成玫
瑰花束、缀上珍珠的袜子礼盒……逛逛浙江
省诸暨市大唐镇袜都市场，人们对袜子的固
有印象会被颠覆。有“国际袜都”之称的大
唐镇年产袜子超过 220 亿双，约占全国的
70%、全世界的 35%。“好产品供不应求，去
年的存货都卖完了，现在交易都要现金、不
赊账。”诸暨市卡拉美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钟耀栋说，公司每年开发近千款时尚袜，
自己作为企业创始人带头直播，现场展示的

“菠萝袜”（装菠萝也不破的丝袜）一度火爆
网络。

像卡拉美拉一样，中国越来越多的制造

业企业放弃代加工，重视自主品牌的产品创
意设计，成为设计风潮的引领者。

“除”套路、挤水分、打通壁垒

“剁手”与“套路”的斗争每年都在上
演，今年也不例外。日趋成熟的消费者正
从直播“一口价”中看到诚意，在“比较运
算”中练就慧眼，从案例警示中“吃一堑长
一智”。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1月 5日公布了《规
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针对经营者在开展
促销时“先提价、再折价”的现象，明确规定
折价、降价的基准等。规定经营者开展价格
促销活动有附加条件或期限的，应当显著标
明。对于“先涨后降”的消费套路，消费者可
向相关监管部门反映。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双 11”是一场新技
术、新模式、新业态的集中路演，但销售服务
同样重要。强大的购买潜力需要更优质的
商品、服务和有效的信息安全保障护航，商
家们更需要掌握运营策略，带给消费者愉快
的消费体验。

（新华社杭州11月11日电）

“加、减、乘、除”，加强版“双11”来了！
新华社记者 王俊禄 张璇 黄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