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刘艳/校对：刘艳/组版：金萍
ANSHUN DAILY 时 事 7 2019年12月10日 星期二

代静：
原告贵州台江福森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林

昌乐诉被告代静、苏啟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贵州台江福森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林昌乐诉请:
1、请求依法判决二被告立即偿还二原告货款本金
人民币3212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
以321200元为本金,从2016年9月17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货款基准利率上浮
50%计算,直至全部货款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

用由二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北山商铺出售公告
本公司开发的北部新区项目地处安顺市北山

路北山小区地带，交通便捷，人流密集，现将该地
商铺进行处置，这些商铺位于各沿街核心位置，有
较好的收益前景。具体商铺位置详情请拨打咨询
热线0853-33285370咨询或到现场安顺市迎晖
大道市住建局主楼三楼资产部进行咨询。

安顺惠民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4 日

方开鹏、吴瑶瑶:
本院受理原告安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贵州省安顺市
西秀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2民76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由被告方开鹏、吴瑶瑶在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安顺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90000元

及利息(截止2019年1月23日利息为人民币
8012.54元,罚息为人民币4137.19元;2019
年1月23日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
以人民币 90000 元为基数,按约定月利率
11.0326‰计付,利随本清)。案件受理费人民
币2343元,公告费人民币600元,合计人民币
2943元,由被告方开鹏、吴瑶瑶承担(该费用原
告已预交,由二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直接支付给原告)。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第一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
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出上诉,
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2019年10月16日

遗骸认领通知
根据《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及安顺市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土

地征收管理局西航分局将位于新阳村天映机械飞机制造维修项目及位于龙井村叶家坡的部
分坟墓迁移至马厂福安艺术陵园，迁出遗骸已经编号存放。截止2019年12月9日，还有部
分遗骸未认领，请各位坟主于2019年12月20日到开发区房屋土地征收管理局西航分局认
领，逾期无人认领的遗骸将视为无主遗骸，开发区相关执法部门将对无主遗骸编号安葬在马
厂福安艺术陵园。

特此通知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土地征收局西航分局

2019年12月10日

迁 坟 公 告
根据《殡葬管理条例》，拟对位于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杨湖三路与开二路交叉口东北

侧约116亩地块上坟墓进行迁移，涉及开发区幺铺镇板凳山村、上头铺村。请坟主于公告
之日起至2019年12月20日，及时与开发区房屋土地征收管理局幺铺分局及所属村居联
系办理相关迁坟手续，并自行将坟墓迁移。逾期未办理迁坟手续迁移的坟墓将视为无主
坟，并由开发区管委会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到青方村公益性公墓。

联系电话：房屋土地征收管理局幺铺分局 33772940
特此公告

开发区房屋土地征收管理局幺铺分局
2019年12月9日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12月9日是“国际反腐
败日”，一些外国专家、学者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近
年来的反腐败斗争全面深入、成效显著，
反腐败经验值得许多国家学习、借鉴。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何
塞·罗瓦依纳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
国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开展反腐败斗争，
构建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
机制，成效显著，获得国内民众信任，赢
得国际社会赞誉。中国反腐经验值得许

多拉美国家学习借鉴。
俄罗斯政治信息中心主任阿列克

谢·穆欣说，中国政府积极打击腐败，推
动反腐制度建设，致力于完善国家治理
体系。中国强力推行的反腐措施，彰显
了国家反腐决心，反腐成果有目共睹。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
校政治学教授乔恩·泰勒说，中国的反
腐败斗争赢得人民广泛欢迎，其成果给
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带来非常积
极的影响。

智利外交学院前院长巴勃罗·卡夫

雷拉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有效
措施坚决打击腐败行为，严厉惩处腐败
官员，宣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的立场，赢得人民的拥护。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研究员车在福
表示，坚决打击腐败是中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国反腐
败斗争成效显著，赢得广大人民支持，政
治风气焕然一新。中国持之以恒推进反
腐败斗争，完善反腐败制度，将推动新时
代中国迈进清廉社会。

哈萨克斯坦国家社会信任会议成

员、“透明哈萨克斯坦”基金董事会主席
马拉特·希布托夫说，中国反腐斗争全面
深入，成效显著，显示中国共产党、中国
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中国反腐败
的体制机制与果决意志为哈萨克斯坦树
立了榜样，提供了经验。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国际经济学者盖
里雄·伊基亚拉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措施
清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腐败的
零容忍态度，任何有腐败行为的人，无论
其社会地位如何，都将面临严惩。中国
的反腐败经验值得各国学习借鉴。

由于具有对国际贸易争端的终审
判决权，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又被
称作国际贸易的“最高法院”。近两
年，美国一再滥用世贸组织一票否决
机制，单方面阻挠上诉机构遴选新成
员，到本月11日这一“最高法院”将因
只剩最后一名“法官”无法受理新案
件，遭遇世贸组织成立近25年来的首
次“停摆”危机。

美两年29次动用一票否决权

11月22日举行的世贸组织争端解
决机构例会上，墨西哥代表世贸组织
117个成员又一次建议：启动上诉机构
新法官遴选程序，以填补目前已空缺和
即将空缺的法官席位。美国对此的回
应是，由于美方此前提出的“体制性”问
题尚未得到解决，不支持启动新法官遴
选的建议。

这是过去两年里世贸组织成员第
29次提出类似建议，也是美国第29次
动用一票否决权予以阻挠。这一次否
决后，上诉机构在年底陷入“停摆”已成
定局。

上诉机构常设七个法官席位。经
过遴选产生的法官，一届任期为四年，
可以连任一届。法官遴选程序遵循世
贸组织成员协商一致的原则，也就是

“一票否决”原则，即所有164个成员
全部同意的情况下，遴选程序才能顺
利进行。

自2017年美国新政府上任以来，美
国以所谓上诉机构“越权裁决”、“审理
超期”、法官“超期服役”等多项问题为
由，将上诉机构裁决与遴选挂钩，频频
动用一票否决权，单方面反对启动对新
法官的遴选程序，致使在任法官人数一
再缩减。

由于美国的频频阻挠，目前上诉机
构只剩三名法官，其中两名法官的任期
行将结束。从本月11日开始，上诉机构
将只剩一名法官在任。世贸组织规定，
针对任何一起贸易争端案件，须由三名
法官联合审理并作出裁决。因此，届时
上诉机构将由于法官人数不足而无法
受理任何新案件，陷入“停摆”状态。

“丛林法则”替代多边规则

多个世贸组织成员对于上诉机构
“停摆”将给国际经贸秩序带来的影响
表示忧虑。在11月22日的会议上，挪
威代表警告，国际贸易的“冬天正在来
临”。中方代表强调，“上诉机构的危机
是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危机”。
缺少了可以正常运转的上诉机构，成员
们在过去20多年间享有的“安全和可预

测的”国际贸易环境将会消失，整个体
制将“驶向未知的水域”。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是世贸组织争
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
际贸易“最高法院”，上诉机构不仅对国
际贸易争端有终审判决权，其裁决结果
还具有强制执行力。对于拒不执行上
诉机构裁决的成员，世贸组织可授权对
其进行贸易报复。也因此，世贸组织被
称作带“牙齿”的国际组织。一旦上诉
机构“停摆”，世贸组织将只能发布不具
强制执行力的“初裁”报告，那么它约束
成员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能力将大大
削弱。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警告，全
球贸易规则得不到切实履行，世界经济
就将倒退回“丛林法则”时代。美国智
库卡托研究所专家西蒙·莱斯特也警
告，我们将“从一个以规则为导向的（国
际贸易）体系向一个以力量为导向的体
系转变”。

临时替代方案作用有限

针对美国提出的所谓上诉机构“体
制性”问题，世贸组织很多成员提出解
决方案。去年11月，中国、欧盟等成员
向世贸组织提交关于上诉机构改革的
联合提案，对美国提出的问题逐条予以
回应，给出建设性改革方案。随后，加
拿大和日本也提出改革方案。美国对
这些改革方案置若罔闻，反复强调问
题，拒绝讨论解决办法。

面对上诉机构“停摆”危机，部分世
贸组织成员拿出临时替代方案。欧盟、
加拿大和挪威表示，将在上诉机构“停
摆”期间，启动“临时上诉仲裁”程序。
具体来说，在上诉机构缺员的情况下，
由世贸组织总干事从已离任的上诉机
构法官中挑选“仲裁员”，对有争议的

“初裁”报告进行复审，仲裁员发布的仲
裁报告将与上诉机构报告具有同等效
力，相当于“终审判决”。当然，这一替
代方案只限于在欧盟、加拿大和挪威三
方之间使用，而无法扩展到与其他世贸
组织成员的相关案件之中。

另外，也有贸易专家建议，争端双
方可以协商并接受将“初裁”报告作为
最终裁决结果，从而避免争端解决陷入

“悬而未决”的境地。
无论如何，这些替代方案只能在

短期内缓解上诉机构“停摆”给解决国
际贸易争端带来的问题。如何继续保
证世贸规则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如
何继续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
体制，将是摆在世贸组织成员面前的
长期课题。

初冬，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市卡塔尔
基工业区内，织布机从早到晚轰隆作响，
像不停摆的钟。这里废墟遍地，却“声
声”不息。

工业区不大，两条路隔着三排厂
房。有些厂房损毁严重，水泥板斜塌下
去，钢筋悬在半空，被“揉搓”成复杂形状
的铁皮堆在路边。

厂房有三四层，不少墙面被炸出大
洞，机器在大洞旁运转着。路面上，工人
们忙着焊接、压制板材。

卡塔尔基工业区位于阿勒颇市东
部，即此前叙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争夺
最激烈、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这里的生
产活动围绕纺织品展开，像卡塔尔基这
样的工业区分布在阿勒颇各处，造就战
前阿勒颇纺织业盛景。

战争爆发后，工厂主们纷纷关厂外
逃，工业区沦为战场，直至2016年底政

府军宣布完全收复阿勒颇市，人们才陆
续返回，试图重启停滞的生产活动。

多年战争和经济制裁阴影下，阿勒
颇乃至整个叙利亚经济凋敝、外汇紧
缺。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留下的人也
很难找到合适工作。重启生产，对工厂
主而言，是血本不至无归的唯一选择；对
工人而言，是养家饭碗。

“战前这是家设备齐全的工厂，而现
在我们面临很多困难。因为修复成本
高、生产节奏慢，有些损坏我们无力修

复，但我们还在工作。”在工业区内一家
纺织作坊工作的穆罕默德·马沙基尼告
诉记者。

作坊内部设施简单，光线昏暗。炸
弹轰出的洞口分布在墙面上，大的用塑
料布稍加遮掩，小的则不做处理。十几
台织布机、纺线机占据绝大部分空间，机
器开动时，轰隆作响，地面震颤。

从外地返回后，马沙基尼修复、替换
了无法使用的机器，重新接来水电，购置
原材料，又解决材料运输问题，随即复产。

机器运转起来，电力供应又成了最
大问题。“供电本应在2017年就恢复正
常，现在都 2019 年了，还是没有（供）
电。”一家纺织厂厂主萨利赫·穆泽耶克
说，他希望当地政府帮助解决供电问
题。没有公共电力供应，各家工厂只能
自行负担发电机和发电柴油，成本高昂，
产能受限。

“供电是影响生产的主要因素，如果
我们有（供）电了，生产就能百分之百恢
复。”卡塔尔基工业区委员会主任阿卜杜
勒-萨拉姆·穆泽耶克说，目前工业区产
能仅为战前五成左右。然而进入冬季，
阿勒颇电力供应更加短缺，电网修复进
展依旧缓慢。即便如此，约七成工厂主
已返回工业区重新展开生产，能运转的
机器几乎都开动了。

机器开动带来外汇和工作机会，也
编织着阿勒颇纺织业未来。

新华社麦纳麦12月9日电 巴林住
房部与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签署协议，后者将
承建巴林大型保障房项目——东锡特拉
保障房项目。

巴林住房大臣巴西姆·哈马尔与中
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方彦水在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东锡
特拉保障房项目将投资2.6亿巴林第纳
尔（约合48.6亿人民币），工程分三期，
将建成3000套住宅及配套的公共基础
设施。

巴西姆在签字仪式上说，近年来巴
政府主导的住房项目为千万个家庭提供

了安居之所，东锡特拉保障房项目是巴
政府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重点工程之
一。他说，巴方非常愿意同中国公司合
作，这一合作将充分发挥中国公司在工
程管理、住房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的优势。

方彦水表示，很荣幸能同巴方合作

建设这一重要项目，将按计划以及巴住
房部提出的各项技术要求，致力于项目
的高标准执行和交付。

中国驻巴林大使安瓦尔就协议签署
表示祝贺，他肯定了巴林在经济及社会
发展领域取得的成绩，并表示中巴间的
良好关系为此次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华社首尔12月9日电 韩国统
一部9日表示，韩方将竭尽全力维持朝
鲜半岛对话势头。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李相旻当天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韩方意识到目前局势
的严峻性，认为朝美之间仍然有意愿通
过对话推动关系进展。韩国政府将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和努力，推动朝美保持
对话势头并取得进展。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崔贤洙当天在
国防部记者会上说，韩美情报部门正在
详细分析朝方动向。她拒绝披露韩美

截至目前的分析结果。
朝中社8日援引朝鲜国防科学院发

言人的声明报道说，朝鲜7日下午在西海
卫星发射场成功进行了一次“非常重大
的试验”。报道没有提及试验具体内容。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目前朝美双方
在实现半岛无核化路径和方式上的分
歧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化解，朝美无核化
谈判僵局或将难以如朝方预期的那样
在年底前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何采取
有效措施维护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的缓
和局面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反腐经验值得各国学习借鉴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中国反腐败斗争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中国企业将承建巴林大型保障房项目

废墟里编织未来
——记叙利亚阿勒颇工业区

□新华社记者 汪健 郑一晗

美阻挠将致国际贸易
“最高法院”停摆

□新华社记者 凌馨

韩国政府表示
将竭力维持半岛对话势头

12 月 9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
的小米公司发布会现场，嘉宾及
媒体了解小米手环、智能电饭煲
等产品。

小米公司9日在东京宣布将
携 NOTE 10 系列手机进军日本
市场。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
小 米 展 出 了 NOTE 10 手 机
（CC9Pro 国际版）等最新产品。
据介绍，NOTE 10系列手机9日
起在日本亚马逊网站预售，12月
23日正式发售。

□据新华社

小米携旗舰机型
进军日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