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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唐豪餐饮有限公司遗失上

海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统

一 发 票 500 张 ，起 讫 号 码 ：

30740301-30740800，声明作废。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普教育基地

联合会遗失上海市社会团体单位收

据购用证，编号：210137，特此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小刚调味

品经营部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号：SP3101151150017533，

正本编号：1500005201111080027，副

本编号：1500005201111080028，负责

人：赵二岗，特此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小刚调

味品经营部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

310225600355939，正 本 编 号 ：

150029201205300472，副 本 编 号 ：

150029201205300473，经营者姓名：

赵二岗，特此声明。

上海浦东联华超市有限公司施

湾店遗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号：310115201931，负责人：蔡

月秀，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服务信息
信息大本营 便民集结号 房产租售、消费指南、二手买卖、征婚交友、温馨祝福、遗失公告等各类信息，想登就登

服务热线：本部021-38460110
南汇工作站021-58000312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一、项目概述

伊顿工业离合制动器（上海）有限公司位于上海

市外高桥保税区法赛路281号34#厂房，主要从事离

合制动器的生产工作。为扩大产能，本次伊顿公司

拟在新租赁厂房内扩建1条生产线，年产60个离合

制动器，同时为扩建的生产线配套新建1个喷漆房。

二、环评初步结论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与地区规划相容，

项目采用的环保措施切实可行，可保证污染物稳定

达标排放，不会改变当地大气、水、声环境的环境功

能类别。项目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环境风险水平可

接受，对区域环境影响较小，从环保角度本项目建设

可行。

三、建设单位、环评单位概要

根据环保要求，现对项目进行公告，具体信息已

于 2013年 10 月 11 日和 11 月 27 日在上海环境热线

网站（http://www.envir.gov.cn/）上发布，详细信息

可登录网站查询。如需发表意见，请与下列工作人

员联系：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外高桥保税区法赛路 281
号，陈小姐，电话：021-50484811

环评单位联系方式：上海市云岭东路345号8号

楼，林先生，电话：021-52822485转805

伊顿工业离合制动器（上海）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29日

东方花园二期项目拟建 85 栋低层住宅，总用

地面积 84241 m2，总建筑面积 68200.82 m2。本项

目与本市及当地规划相容，在落实环境保护和污染

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其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是可行

的。

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征求附近公众对

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联系方式：上

海 北 蔡 房 地 产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吴 伟 华 ，

13916515179，E-mail：chaoji_RRR@live.cn；上海市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左 工 ，021-64085119-2650，
E-mail：zuol@saes.sh.cn。项目更多信息详见上海

环 境 热 线 网 站（http://www.envir.gov.cn/docs/
2013/20131111534.htm ）。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11月28日，由国内首家航运交易所——上

海航运交易所主办的“2013 上海航运交易论

坛”在沪召开。本次论坛主题定为“航运顶层设

计”。作为与本次主题密切相关的话题，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此次航运交易论坛

最受关注的话题，不少与会的业内公司代表都

想了解政府部门、龙头企业对于自贸试验区的

解读以及最新动向。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工作推进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袁嘉蓉在论坛上表示，随着上海自贸

试验区的挂牌成立，投资准入体制改革、政府职

能转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成为试验区的建设

重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也由此进入体制、机制

创新的新阶段。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将由争

取“政策红利”向创造“制度红利”改变，从而不

断丰富和拓展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的内

涵，逐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运发展制度

和运作模式。

上海航运交易所总裁张页则认为，明年也

许是国内航运界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十八大的

精神指引，中国要成为海运强国，航运可能会上

升到国家战略；我们还有自贸试验区，区内制度

的窗口期不会很长，上海自贸试验区还有政策

先行的红利的话，就会在明年。”张页称，金融改

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包括融资租赁的政

策可能会出现一些门槛的降低；另外还有航运

电商，现在的电商服务只剩航运这块处女地，

“因此，在这四个热点的支持下，国内航运界也

许会迎来非常好的机会。”
图为论坛现场。

上海航运交易论坛纵论顶层设计

国内航运业因自贸区迎来好机会

简单来说，顶层设计就是既要做大蛋糕，

也要分好蛋糕。

从过往的发展经验来看，“做大蛋糕”就是

在发生危机时，采取增量式而不是修补式的改

革方式，通过改变机制，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需

求；“分好蛋糕”就是在行政干预上，加以框定和

制衡市场之手可能导致的对于私利的追逐，干

预手段需要根据环境和生产条件的日新月异以

及市场的变化而不断创新、调整。

现阶段，航运界遇到的困难包括世界性

的经济危机、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重构、制造

业从离岸转向近岸，以及航运业遭遇重创

等。这就需要一些创新的顶层设计来应对这

场危机，包括政府资源、金融资源，以及产品

多样、服务升级等顶层设计。

我个人认为，可以从消除贸易壁垒、促进

投资便利化、发挥金融潜能以及提高服务能

级等四个层面进行设计。其中，消除贸易壁

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参

与多边贸易进程，打开面向世界的窗口；转型

升级，要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投资便利化要

实现投资管理制度突破创新，建立与国际高

标准投资和国际贸易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

体系以及创新的贸易监管制度；在发挥金融

潜能发面，要充分利用上海自贸试验区在金

融、航运领域的开放政策，发展航运金融，发

展航运运价衍生品交易业务；放开融资租赁，

做大做强船舶融资业务；完善航运发展基金，

鼓励私募基金对航运的投资。

尤其在提升服务能级方面，上海航交所可

以做的是加强信息与规则创新服务，支持上海

国际航运信息中心建设，提升在国际航运规则

和标准制定等信息服务领域的能力和水平；在

运价指数应用和航运衍生品交易上实现创新服

务，比如运价指数与海运运费协议、租船合约挂

钩等。 □撰文 本报记者 王延

记者：您对于洋山深水港的印象？

彦辞：上海的洋山深水港有着独一无二

的地位，我想象不到任何一个与之在规模上

相近的港口。任何一个参观过洋山深水港的

人一定会认为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经历，不

仅仅因为它的规模，还因为它特殊的地貌特

征，有一座很长的桥连接着市区和洋山港。

它是世界最大港口，同时是世界上第一个吞

吐量超过3亿标准箱的港口。

记者：对于中国航运市场的看法？

彦辞：当我13年前刚刚开始为马士基工

作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很小的市场，确切来

说，当时日本的市场比中国市场要大，马士基

当时也把最初的办公室建在新加坡。从那时

候起，中国的船运公司开始发展，目前，中国已

经成为最大的市场。以全球范围来看，世界上

出口的货物中的三分之一出口自中国。即使

近些年来中国的贸易增长有一些缓慢，中国市

场的贸易额依然是非常惊人的。因此我们对

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我们也认为在

中国市场还有很好的商业发展机遇。

记者：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带来的机遇？

彦辞：上海在发展为世界一流港口方面

已走得很远，这不仅仅由于巨大的吞吐量，还

因为他有着巨大的市场，大量的货物从上海的

周边地区运来。我认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

立，将会激励对于海运业的支持服务的提升。

因此我们相信上海港在货运服务方面将会变

得更加全面。上海将不仅仅是最大的港口，而

且能够提供其他支持服务。

昨天交通部内部进行了改革研讨，尽管

具体内容不能对外透露，但是我可以说的是，

今后若干年，特别是水上，重点在于如何深化

通过改革机制、体制、政策、法律制度、规范标

准，来促进我们的行业发展。今天借航运交

易论坛，作为个人，讲几点看法。

首先，航运发展的动力在市场，但政府作

用不可或缺。金融危机六年以来，可谓大浪

淘沙，有一批优秀的企业茁壮成长，越做越

强，有一批还在苦苦挣扎，还有一些可能已经

被淘汰了，这些都是市场起到的决定性作

用。

进入到 21世纪，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

在管理市场，服务社会的功能上。交通部最

近出台了 20条促进行业发展的政策，重点包

括国内运力的调控、国际国内市场的监管、减

少审批、减轻企业负担等，这几项政策都是在

遵循市场的原则上出台的。但企业需要注意

的是，不要寄希望于政府来解决企业所有的

问题，因为这不符合市场规律。

就目前来看，我国航运的顶层设计处于

关键时期。世界上主流的海运国家都有自己

的顶层设计，包括战略规划、政策法规、技术

标准。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要兴内河、优港口、

强海运，交通部昨天的讨论也是围绕这几点

展开。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航运上升到国

家战略的方案上报国务院，在国家层面对中

国航运的发展进行决策和部署。

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我们希望看

到的是供求关系的改善，运力结构的优化。

我们会鼓励航运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鼓励航运企业抱团取暖，建立价格监

管制度；参照国际惯例，取消和规范一批收

费，积极为企业减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

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将是政府的根

本任务。 □撰文 本报记者 王延

马士基（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彦辞接受本报专访称——

我们对中国市场
发展前景十分乐观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宋德星：

把航运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
上海航运交易所总裁张页：

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