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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结果公告

我局于2019年7月5日始发布公告，网上挂牌出让下列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成交结果公告如下：
宗地编号 位置 面积 用途 出让年限 成交价 竞得人

（平方米） （年） （万元）
2019-41 西城区太白山路西 17481.44 商务金融 40年 6119 漯河绿峰置

侧 用地 业有限公司
2019-42 西城区太白山路西 51224.42 住宅兼容 住宅70年、30451.01 漯河绿峰置

侧、沙南新路南侧 商用 商业40年 业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3日

公告漯不动产登公（2019）第564期

根据房屋产权人的申请，下列房屋权
属证书遗失，现声明挂失。有异议者，请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
送达我中心，逾期我中心将根据申请人申
请，注销原证，补发不动产权证。
权利人 房屋坐落 证号 面积（m2）
石 磊 河南省漯河市经济开发区 2015004824 89.2

漓江路漓江春天15号楼
漯河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交易服务中心

2019年8月13日

公告漯不动产登公（2019）第563期

土地使用者：李迎安，土地证号：
2003006147，坐落：河南省漯河市市辖区
大学路职业技术学院 4 号家属楼 605 室，
用途：城镇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划拨，
面积：20.48平方米，因土地证丢失，声明作
废。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
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我中心，逾期我
中心将依据申请人申请，补发新证。
漯河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交易服务中心

2019年8月13日

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9月2日10时至9月

3日10时，在淘宝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
公开拍卖位于漯河市源汇区嵩山路与大
学路交叉口附近房产一幢（产权证号：
20120010070、20120010071、20120010072、
20120008870、 20130018898、
20130018878）。有意竞买者，请登录 http:
//sf.taobao.com，搜索户名：河南省漯河市
源汇区人民法院。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2019年8月13日

公告漯不动产登公（2019）第562期

根据房屋产权人方升全的申请，登记
在市政府名下的土地分割转让预登记证遗
失，宗地坐落：沙北泰山小区 01 号楼 603
室，用途：城镇住宅用地，类型：划拨，面积：
30.95平方米。我中心已初步审查，现予以
公告，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持书面材料到我中心提出申
请，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我中心将注销原
证书，并办理补发手续。
漯河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交易服务中心

2019年8月13日

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广大市民生活、出行环境，根据市政
府工作要求，拟对3条道路进行全线
封闭改造：

1.柳江路：拟于2019年8月14日
至10月12日对该道路白云山路至太
行山路段进行全线围挡封闭，工期60
天。

2.桂江路：拟于2019年8月14日
至10月12日对该道路白云山路至太
行山路向东延伸至道路终端人行道

进行全线围挡封闭，工期60天。
3.老街：拟于2019年8月14日至

10月12日对该道路五一路至交通路
段，先进行全幅围挡封闭，后进行半
幅封闭，工期60天。

请广大市民合理调整出行路线，
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因施工给您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漯河市源汇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漯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019年8月13日

公 告
漯不动产登公（2019）第561期

根据房屋产权人朱凤琴的
申请，登记在漯河市科强电子技
术市场服务中心名下的土地分
割转让预登记证遗失，宗地坐
落：黄山路科技市场1号家属楼
303室，用途：城镇住宅用地，类
型：出让，面积：53.27 平方米。
我中心已初步审查，现予以公
告，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持书面材料
到我中心提出申请，逾期没有提
出异议的，我中心将注销原证
书，并办理补发手续。

漯河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交易服务中心

2019年8月13日

公 告

遗失声明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漯自然资网挂告字【2019】26号）

经漯河市人民政府批准，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三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漯河市地产交易所组织实施。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编号 名称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 起始价 保证金 增价幅度 投资强度

（m2）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绿地率 限（年）（万元）（万元） （万元） 万元/公顷
2019-48号 4111022032010037000 源汇区湘江西路与太 11592.35 工业用地 大于 大于60% 小于 不大于 50年 465.55 465.55 4.00 不低于

白山路交叉口西南角 （其他） 1.0 60米 20% 3600
2019-49号 411104-201-213-0001-020 开发区燕山路西侧、 25905.39 工业用地 不小于 不小于 不大于 不大于 50年 1013.00 506.50 10.00 不低于

东方红路南侧 （食品） 1.0 60% 25米 20% 3510
2019-50号 411104-100-204-0051-001 召陵区黄河路南侧、 52152.63 工业用地 大于 大于60% 小于 不大于 50年 1893.14 1893.14 20.00 不低于

凤凰山路西侧 （其他） 1.0 36米 20% 3510
具体规划指标，详见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
人。（2）地块如果设有底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竞买申请人可在2019年8月13日至2019年9月
10日，登录漯河市国土资源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地块
编号：2019-48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10日16时，地块编号：
2019-49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10日16时，地块编号：2019-50
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10日16时。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
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挂牌报价时间：2019-48号地块为2019年9月2日9时至9月12日15时30
分，2019-49 号地块为 2019 年 9 月 2 日 9 时至 9 月 12 日 16 时，2019-50 号地块为
2019年9月2日9时至9月12日16时30分。挂牌网址：漯河市国土资源交易平台
（http://gtjy.lhjs.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须知

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

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
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竞买
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
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漯河市国土资源交易平台
（http://gtjy.lhjs.cn）2019-48号、2019-49号、2019-5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出让须知。

九、风险提示：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网
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操
作系统请使用Win7以上版本，浏览器请使用IE8.0以上版本，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
器可能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河南CA官方网站下
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
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联系电话：0395-3137121或0395-2961870
联系人：漯河市地产交易所
特此公告

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3日

●河南嘉世鼎投资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1005763363918）、公
章、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
作废。●编号为M410700202，姓
名为张子硕，出生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12 日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漯河市淇峰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
孟卫军私人印章丢失，声
明作废。●漯河市锦志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102MA46XA1H2J）、
银行企业U盾、银行印鉴
卡丢失，声明作废。●漯河市崇度商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102MA46X96D99）
丢失，声明作废。●编号为O410324152，姓
名为董子菁，出生日期为
2014 年 2 月 11 日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郾城区沙北李二鲜鱼火
锅店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1103MA42T9DB10）
及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 编 号 ：
JY24111030006398）丢失，
声明作废。

当前，正值秋粮生产的关键
时期，农民在田野间辛勤劳作，
为秋天的丰收厚植希望。粮稳天
下安。近 14 亿人的饭碗能否端
得稳、端得好，对于人口大国来
说从来都是保民生、稳经济的重
要基础。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百
姓餐桌的巨大变化，折射出全面
提升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从产量稳到质量优：
“米袋子”供给能力不断
提升

在北京市前门的一家餐馆，
粮票、糖票和油票等展品唤起人
们对过去的回忆。来自辽宁的游
客沙先生说，小时候和母亲一起
拿粮票到粮站买粮，现在买粮只
要网上下个单，米面油直接送到
家，选择的时候更重视品牌和品
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百姓的
“米袋子”不断充实。从1949年
至 2018 年 ， 我 国 粮 食 产 量 从
2263.6亿斤提高到13157.8亿斤，
增加了1万多亿斤；平均亩产从
68.6公斤提高到374.7公斤，增加
了4倍多。粮食由供给全面短缺
转变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

人均粮食占有量实现翻番。
从1949年的209公斤增加到2018
年的470多公斤，我国粮食人均
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人
口增加的情况下，粮食生产“成
绩单”来之不易。

农业农村部发布消息显示，
今年夏粮再获丰收，秋粮作物长
势正常，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较
好。小麦品质明显好于上年，优
质专用小麦面积占比达到 33%，
启动大豆振兴计划，预计面积增
加 1000 万亩以上，粮食供给结
构不断优化。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
示，近年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取得了良好进展，农业绿色发
展正在兴起，农产品质量持续提
升，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不动摇，推进农业绿色
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
不断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从“靠天吃饭”到
夯实基础：生产能力稳步
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灌
排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有效保
障了国家粮食安全。”水利部农
村水利水电司副司长倪文进表
示，目前我国灌溉面积达11.1亿
亩，居世界第一。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安
全的基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
国采取水利、农业、林业和科技
等综合措施，有组织地开展农田
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改善农业
生产基本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
司长卢贵敏表示，1988年国务院
设 立 “ 国 家 土 地 开 发 建 设 基

金”，统筹实施大面积、跨区
域、整建制农业综合开发。截至
目前，全国已建成 6.4 亿亩旱涝
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548，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实现
了“旱能灌、涝能排”。

今年三夏时节，河南省长葛
市坡胡镇种植户楚万才挺轻松。

“现在麦子收完了，当天就种上
了玉米。”他说，如今一个人就
能种几十亩地，从犁地、种地、
浇水、施肥、洒药都实现了机械
化。

新中国成立至今，农业装备
发展对粮食生产贡献巨大。1949
年，我国农用拖拉机总动力7.35
万千瓦，联合收割机仅 13 台；
到 2018 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
到 10 亿千瓦左右，拖拉机总数
达到 2240 万台。目前全国农作
物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超 过
69%，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
械化，玉米、水稻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超过80%。我国农业生产
方式实现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到
主要依靠机械动力的历史性转
变。

从绿色到智慧：科技
助推高质量发展

一个月前的一天，内蒙古自
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一场小
雨来得突然。这种天气对正在打
农药的作物影响很大——刚打完
的药让雨一浇就都冲掉了。中化
农业正蓝旗技术服务中心的农艺

师对此却早有准备。
“我们的天气预报是订制

的，农业服务能精准到每个地块
的天气情况。如果预测到这场
雨，我们会提前告知客户。”中
化农业 MAP 特种作物事业部总
经理汤可攀介绍，在手机软件

“MAP智农”上，农艺师可以看
到1平方公里精度的精准农业气
象服务。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科技对粮食安全
的支撑能力越来越强。农业育种
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了超
级稻、矮败小麦、杂交玉米等高
效育种技术体系，成功培育出数
万个高产优质作物新品种新组
合，实现多次大规模更新换代，
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
盖。

技术更注重绿色发展能力。
我国大面积推广科学施肥、节水
灌溉、地膜覆盖、绿色防控等技
术，水肥药利用率明显提高，病
虫草害损失率大幅降低，有力促
进了增产增效。目前，水稻、小
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化
肥 利 用 率 分 别 达 到 38.8% 和
37.8%。

科技驱动，大大提升了土地
产出率，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如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
到58.3%，全国水稻、小麦、大
豆、油菜全部为自主品种，不折
不 扣 做 到 了 “ 中 国 粮 用 中 国
种”，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上。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新华社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

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
是 我 们 党 治 国 理 政 的 头 等 大
事。”1949年到2018年间，我国
粮食生产单产增加4倍多，在同
期人口增加一倍多的情况下人均
粮食占有量翻了一番多，粮食供
给由全面短缺转变为供求总量基
本平衡。70年来，我们端稳自己
的饭碗，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
的奇迹，辉映着我们党的初心使
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立政之本则存乎农”。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
是国家安全的根本。70年来，党
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重中之重，摆在全局工作的

突出位置。改革开放以来，为完
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党中央先
后发布 21 个指导“三农”工作
的一号文件，构建起较为完善的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从全面
取消农业税到出台农业支持保护
补贴政策，再到运用价格杠杆推
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一系列做好

“减法”、做足“加法”、做优
“乘法”的有力举措，既“输
血”又“造血”，不断加大强农
惠农政策保障力度，为促进粮食
生产、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夯
实了根基。

改革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也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引擎。
从“一大二公”到“包产到户”，
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

粮食产量却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其根源就在于改革充分调动了亿
万农民的积极性，充分激活了粮
食生产的巨大潜力。“苟利于民，
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
旧。”在尊重农民意愿、遵循市场
规律的基础上，既保持土地承包
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又与时俱
进深化农村改革，实行农村土地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
分置”改革，为不断解放和推动
农业生产力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与
动力。改革不停顿，发展不止
步。以深化改革清淤除障，让制
度创新助力腾飞，推动我国粮食
生产和农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
靠科学。”我国以不到世界9%的

耕地、6.4%的淡水资源，养育了
世界近1/5的人口。一方面成绩
来之不易，一方面也凸显我国农
业资源临近承载极限。唯有全面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通过轮作休耕保护和提升耕地质
量，打造绿色农业，方能让过度
透支的耕地喘口气、歇歇脚，使
粮食生产摆脱资源瓶颈制约，走
上稳产高产优产的可持续发展道
路。立足国情农情，依靠科技进
步，把更多专家的“试验田”变
成农民的“生产田”，让更多农
业科技成果为粮食生产强动力、
增活力，不断筑牢粮食安全保障
的基座，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中国饭碗端得稳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把自己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当饥肠辘辘的孙雅打开外卖
小哥送来的“鲍汁捞饭”，她惊
奇地发现，不同于其他店的塑料
餐盒包装，这家的美食装在精致
的小砂锅中，随外卖附上的 Q
版小纸条道出了其中奥秘：“更
环保，砂锅可以无害降解，从土
里来到土里去。”

现在，快递等包装垃圾已成
为城市生活垃圾增量的主要来
源，但与此同时，选择使用“创
意改良”绿色包装、助力垃圾减
量的商家也越来越多。专家表
示，我国社会已掀起垃圾分类的
新风尚，但要从根本上破题垃圾
围城，还需从源头端减少垃圾生
产，从末端做好环保治理，配合
垃圾分类，共同形成垃圾处理的
产业闭环。

快递餐饮包装成垃圾
围城“新主力”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202
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到
20194.4 万吨，部分城市垃圾围
城的问题突出，以常住人口超两
千万的北京为例，每天产生近
2.6 万吨生活垃圾，不断增量的
生活垃圾已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
难题。

在不断增加的生活垃圾中，
快递包装垃圾已占到相当比例。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仅
2015 年一年，我国快递业所使
用的胶带总长度就达 169.85 亿
米，可绕地球赤道425圈，纸板
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10%，包
装物总体回收率不到20%。

以透明胶带为例，这种胶带
纸的主要原料为聚氯乙烯，在土
壤中至少要经过100年才能自然
分解。

不少快递还有过度包装的问
题，内含塑料缓冲物包裹商品纸
盒，最外层塑料胶封层层缠绕，
快递包装垃圾超出产品体积的情
况比比皆是，而且不同包装材质
混合给后续垃圾分类及回收利用
加大了压力。

除快递之外，网络餐饮也是
生活垃圾“贡献大户”。公开数
据显示，中国两大外卖平台日订

单 量 在 2000 万 以 上 ， 业 内 预
测，到2020年6亿人会成为在线
外卖用户。每个订单通常需要不
止一个塑料袋，行业蓬勃发展的
背后是包装垃圾的泛滥。

部分行业从源头发力
推进垃圾减量

解决包装垃圾问题，消费端
自然大有作为，推行垃圾分类等
是十分重要的措施，但在垃圾产
生源头的生产端探索垃圾减量的
重要性也不容小觑。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彭峰表示，要实现垃圾减
量化，需要从生产端入手，引导
企业增加投入研发再生技术，实
现最大化的生产端可循环利用。

“外卖行业应通过减少塑料
餐具的使用，为环保助力。”“鲍
汁捞饭”店老板王国栋说，“我
们选用由陶土和沙烧制的砂锅，
顾客不仅可留下自用，弃用后对
环境影响也较小。”

记者发现很多外卖商家已不
再使用塑料餐盒，转向可降解纸
质餐盒等环保包装。订餐平台美
团和饿了么的订单页面上，餐具
数量一栏里都用明显的绿色文字
建议顾客选择“无需餐具”。

快递行业也已有不少公司有
所作为。据天津顺丰速递公共事
务部总经理徐林敬介绍，顺丰已
在 天 津 等 多 个 试 点 城 市 推 出

“丰·BOX”包装箱用于同城速
递，每使用 100 个该新型包装
箱，可减少使用5000个纸箱、1
卷胶纸、300卷气泡膜。

可降解包装袋、生物基材料
包装袋、无胶带纸箱正在外卖领
域推行，绿色包装初成趋势。国
家邮政局7月发布数据，据初步
测算，实行快递绿色包装治理，
每年可减少一次性塑料编织袋约
2.07亿条。

动起来的不仅仅是外卖商家
和快递公司，2018 年 11 月，麦
当劳中国在北京 10 家餐厅试点
测试“免吸管杯盖”和不主动提
供吸管方案。宜家自 2016 年起
就在产品包装中停止使用聚丙乙
烯泡沫（EPS）。

据宜家中国区可持续发展经
理刘继伟介绍，宜家新开发了蜂
窝状纸质品替代EPS，这种新材
质宜于回收，又能对产品有效保
护，每年可减少近8000吨的EPS
的使用。

垃圾处理需要产业
联动闭环作为

与全社会正积极推进的垃圾
分类处理相同步，破题垃圾围城
问题，从源头产生减量、到中端
垃圾分类处置、再到末端环保治
理，需要一个完整的“闭环” 。

——源头减量要注重前瞻性
设计。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教授方萍认为，企业应在产品设
计、包装、物流等全方位多环节
上，加强可循环利用产品研发和
前瞻性设计，考虑回收利用，从
源头减少垃圾产生。

有时产品设计只需小小改
进，就可减少不少不必要的资源
浪费。如世界第四大酿酒集团嘉
士伯为延长啤酒瓶寿命，使用一
种化学新涂层，可使酒瓶循环使
用次数多达25次以上。

——中端分类社会共识要加
强。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施行以来，某外卖平台数据
显示，7月上海区域无需餐具订
单增长迅猛，环比6月同期提升
471%，这从侧面体现，老百姓
在为严格细致分类办法“抓狂”
的同时，垃圾分类社会共识正不
断形成。

——末端治理要讲究环保。
末端治理直接决定中端治理的价
值，如果中端分类很精细，但是
末端治理却粗糙不环保，垃圾分
类效果大打折扣。

比如针对干垃圾而言，焚烧
是主要处理方式之一。华东政法
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教
授孙煜华认为，垃圾焚烧本可把
污染降到较低水平，但若监管疏
漏，未对垃圾深度脱水，加之焚
烧炉渣温度不够，垃圾不充分燃
烧便会产生强致癌物质，引发环
境事件，这就需要政府建立严格
的督查制度。

新华社天津8月12日电

分类之外，破题垃圾围城还需做点啥

据新华社首尔8月12日电
韩国政府12日发布战略性产品进
出口公告修订案，决定把日本移
出韩国的贸易“白色清单”。

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当
天发布的声明，韩国把享受战略性
产品进出口便利政策的“甲类”贸
易对象细分为“甲1”和“甲2”两
类，把先前“甲类”贸易对象日本
列入新增的“甲2”类别。

产业通商资源部对“甲 2”

类别的定义是，此类国家加入了
相关国际协定但“设有违反国际
规范的出口管制体系”。

日本被列入“甲 2”类别
后，韩国企业如果计划向日本出
口战略产品，除个别例外情况，
原则上必须逐次申请，所需提供
文件由此前的 3 种增加为 5 种，
审批时间由此前的约5天延长为
约15天。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成

允模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
设置违背国际出口管控基本原则
的制度的国家，韩国难以与其密
切合作。

按照产业通商资源部声明，
新的分类规定将在随后20天内征
询公众意见、接受审议，并于9
月中旬付诸实施。成允模表示，
日方如果在意见征询期内提出请
求，韩国政府愿意与日方在任何
时间和地点进行协商。

韩国政府决定把日本移出贸易“白色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