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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中小股东维权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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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农村集体土地“共有宗地”分割登记发证项目

测量招标（瑞溪镇和中兴镇标段）已于2012年08月30

日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的评审，推荐中标

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为：儋州佳鑫测绘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为：海南地质综合勘察设计院

第三中标候选人为：儋州弘业测绘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2年9月3-5日），如

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澄迈县监察局投诉。联系电话：

67626820

/-)+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海口市琼山区府城医院委托，就海

口市琼山区府城医院工伤康复中心（住院部）补充层流净化工程

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笫四层洁净分娩室、第六层洁净

NICU、第三层血液透析中心的净化装饰系统、净化空调系统、电气

系统、自动控制系统等净化。工期：180日历天；有意者可于2012

年9月3日至2012年9月7日由项目经理携带本人介绍信和身

份证、注册建造师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资

质证书；外省企业还需提交《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

手册》（以上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到海口市国贸北路

26号金茂大厦14楼E2室报名。文件每套售价 500元，售后不

退。企业资质要求：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机电安

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要求二级注册建造

师资质（含）以上。联系人：黎先生0898-68556335。

/-)+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白沙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委托，就新县政府门前路市政道路改造工程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项目概况：新建道路长677.838米，红线宽度为12米，城市次

干道Ⅲ级，设计时速20公里/小时，机动车道双向2车道，沥青

砼路面。工期： 120日历天；有意者可于2012年 9月 3日至

2012年9月7日携带介绍信和身份证、注册建造师证；企业营业

执照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资质证书；外省企业还需提交

《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上资料核原件收

加盖公章复印件）到海口市国贸北路26号金茂大厦14楼E2室

报名。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企业资质要求：具备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和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含）以上

资质，项目经理要求二级注册建造师资质（含）以上。联系人：黎

先生0898-68556335。

/-)+

&%klmn!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O%opCq!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R%rstu!儋州市广场西路市政工程勘察设计招标

h%rsvw!广场西路（南-北走向）长1388.526米，红线宽

20米。计划勘察设计周期：40日历天（勘察20日历天，设计20日历

天）。招标范围：地质详细勘察及后续服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含概

算）、施工图设计及施工阶段相关技术服务等工作。

x%yz{|!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同时具备市政工程公用行业

（道路工程）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和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

及以上资质的单一投标人，或符合上述资质要求的联合体，并具有类

似工程同等规模以上勘察设计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勘察、设计能力。项目设计负责人须具有道桥高级工程师职称

且在本单位注册人员；项目勘察负责人须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且在本

单位注册人员。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必须具备市政工程公用

行业（道路工程）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单位，联合体的组成单位不得

超过二家（含二家），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

联合体在同-标段中投标。

}%~t�d���!拟派项目负责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

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正副本、资质证书正副本、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项目负责

人职称证书、联合体协议书、儋州市有形建筑市场入场资格证及省外

企业须持《省外建筑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上资料审核原

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并按要求顺序胶装成册），于2012年9月3日

至9月7日17时前到儋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军屯园地

路29号检测室三楼）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

� % 9:� ! 招标人 曾先生 23327657代理机构：何小姐

0898-68568455

,-).

北新集成房屋制造（海南）有限公司拟建的北新集团海

南房屋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土方工程施工招标，已于2012

年8月31日15时0分在海口市白龙南路琼苑宾馆三楼2

号会议室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陕西联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2年9月3日至5日）如有

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定安县住建局投诉。电话：

0898-63820728。

01/-)+

��mn!文昌市水务局。opIJ!广州市财贸建设开发监理有限
公司。klrs!文昌市文昌江综合治理工程（文昌河文城北河一期工
程）乡村段监理标。rsvw!从人民桥上游6000m处至铁路桥，河段
长度2.3KM（北1+700~北2+500及排涝涵）、（北2+500~铁路桥）。
�l;yz{|!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监理丙级
或以上资质。总监要求为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并具备总监岗位证
书；省外进琼企业须持有《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总
监须为备案手册内的注册人员，且具有项目要求的专业资质的备案。招
ld�g��!请于2012年9月3日至7日，上午8：30至11：30，下
午14：30至17：30，由项目总监本人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其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正副本、资质证书副本、注册监理工
程师证、总监岗位证，（外省企业须由备案手册内的项目总监携带以上
材料及《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到场报名。（以上资
料核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地点：文昌市党政办公大楼西副楼二楼文
昌市招投标办公室。赵工1888999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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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mn!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

O%klopmn!广东宝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R%��¶w!项目位于海南省保亭县，资金来源为2012年以工代

赈示范工程预算内资金及省级配套资金，招标范围：项目1、2、3为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包括渠道防渗硬化、渠道配套建筑物、金属结构设

备及安装、临时工程等施工；项目4、5为乡村道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包括

路基、路面、涵洞、平面交叉、公路设施及预埋管线、临时工程等施工。具

体情况见下表：

h%�l;yz{|!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项目1、2、3要求具备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有注册建造

师二级及以上资质；项目4、5要求市政公用工程（或公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要求市政公用工程（或公路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x%~t{|�·¸d�¹º3»¼!请项目经理本人携带法人

委托书及身份证、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

许可证副本、建造师注册证书及安考B证、省外企业的，应具有《省外

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备案业务范围的资质须符合项

目招标要求且项目经理必须是备案手册中的人员（以上证书核原件

收加盖公章复印件）于2012年9月3日至7日（每天上午8：30至

11：30，下午2：30至5：30），到保亭县政务中心二楼建设局窗口报

名及购买招标文件，文件每本售价500元，售后不退。本公告同时在

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投标人只能选报以上项目中的

一个项目。9:��?@!吴工0898-66700675

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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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部分外媒宣称中国在南海"咄咄
逼人#!诬称中国采取"强硬行动$引发南海
紧张态势!将南海局势的%不平静$归咎于中
国& 这些报道显然与事实真相不符& 在南海
问题上!中国并不是"麻烦制造者$!恰恰相
反! 个别南海争议当事国近年来频频出击!

不断制造并挑起事端!一些域外大国推波助
澜!鼓噪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国际化!从而导
致南海局势升温& 国际舆论不应是非不分!

也不应偏袒矛盾制造者!更不应刻意忽视中
国在稳定南海局势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和积极贡献&

½¾BA¿ÀÁÂgÃ

ÄÅÆ

自 !""#年以来!南海问题显著升温& 这
其中既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
响! 也是南海区域内外力量交织作用的结
果& 特别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客观上
引发了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地区传统地缘
格局的重构& 南海争议有关当事国借机加大
声索力度!企图借助外部力量推动南海问题
多边化和国际化'一些域外国家呼应美国亚
太战略调整!追随美国加大介入南海事务力
度!导致南海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南海问题
遂成为国际热点之一&

有关当事国频频示强!推动南海问题升
温& !""#年 !月 $%日!菲律宾国会通过"领
海基线法案$!将黄岩岛(南沙群岛部分岛礁
纳入其 "领土$ 管辖范围'!&&#年 '月和 %

月!越南分别宣布任命"黄沙$)我国西沙群
岛*和%长沙$)我国南沙群岛*地方行政长
官!并通过向所占南沙岛礁上移民(公开组
织旅游等活动强化实际占领'!&$$年 (月及
)月! 菲律宾和越南分别单方面在南沙争议
区进行资源勘探活动'今年 '月 $&日!菲律
宾军舰公然袭扰在黄岩岛 湖内正常作业
的中国渔船!采取抓扣船员(登船检查等非
法手段制造纠纷! 挑起 %黄岩岛事件$'*月
!+日!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将我国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纳入所谓越南 %主权$

管辖范围& 南海争议有关当事国上述行动及
后续的所作所为!不仅侵犯了中国在南海的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而且违反了 !""!年
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下称+宣言,*的原则共识和+宣言,签署
国的有关承诺!成为南海问题升温的重要诱
发因素&

区域外大国插手南海事务!加剧南海问
题升温& !"+"年 %月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
里-克林顿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 +% 届东盟

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发表讲话!高调介入南
海事务'!"++年 ++月 +#日! 在印尼巴厘岛
举行的第 *届东亚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
提出通过多边机制解决南海问题&!"+!年以
来!美国政府高官在多种场合频繁发表涉南
海问题讲话,公然插手南海事务'美军在包括
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海域加强军力部署和
军事存在& 在上述大背景下!一些域外国家
呼应(追随甚至配合美国政策导向!通过经
济援助(双边军事合作(参与争议区油气开
发等方式介入南海问题& 例如!在中菲%黄岩
岛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随即宣布帮助菲
律宾新建一个国家海岸监测中心'日本也提
出向菲律宾提供至少 $&艘巡逻艇! 以增强
菲律宾海上力量& 显而易见!美国(日本等国
的上述举动!导致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ÇÈ¾ÉÊBA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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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
争辩的主权,国际社会也长期予以承认& 本着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增进周边各国合作的宗
旨!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始终采取克制态度!以
建设性姿态促进与有关当事国的对话合作!

为稳定南海局势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中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建设者& 南海和
平稳定攸关中国的切身利益!中国是南海航
行安全和通畅的受益者!也是南海地区经贸
往来与经济繁荣的受惠者!中国珍惜并致力
于维护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近期个别
外国政要和智库学者声称中国在南海%以大
欺小(恃强凌弱$!甚至妄称中国采取拖延或
回避的策略!进而谋求在时机更有利时主导
有关争议问题的解决& 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
的& 中国一贯主张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际
争端! 愿同有关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包
括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基
本原则和法律制度!通过谈判妥善解决南海
争议& 中国早在 !&世纪 -&年代就提出%搁
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充分体现了妥善
解决南海争议的诚意和愿望& !&&&年 $!月!

中国和越南在多年谈判的基础上签署了+北
部湾划界协定,!妥善解决了北部湾的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 !&&(年 $&

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
东盟签署+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联合宣言,!极大地增进了双方的战略互信&

!&$$年 %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就落实+宣言,

达成后续行动指针!为推进南海务实合作铺
平了道路& !&$$年 $$月!中国提出设立 (&

亿元人民币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旨在

推动形成中国.东盟多层次(全方位的海上
合作格局& 中国的一系列积极作为和善意举
措!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从中越在北部湾的公平合理划界(中
国在%黄岩岛事件$中表现出的克制等一系
列事实来看!中国从未%以大欺小$& 同时我
们也必须看到!美国尽管宣称在南海问题上
不持立场(保持中立!但某政要故意忽略%南
中国海$这一国际社会通用地名!而改称%西
菲律宾海$! 某参议员公然声称中国石油企
业在南海的正常招标行为侵犯了越南 %主
权$!这哪里是什么%不持立场$/ 更为严重的
是!今年 -月 (日美国国务院就南海问题发
表所谓声明!罔顾事实!混淆是非!无端指责
中国!故意把南海的水搅浑!人为加剧了南
海局势升温& 深入梳理 !&&#年以来南海局
势不稳定的根源!与中国致力于维护南海和
平稳定正好相反! 个别国家不断挑拨离间(

故意制造事端& 国际舆论对此应坚决揭露并
予以谴责&

中国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捍卫者& 中国在
南海的主张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部
分外媒渲染%中国南海威胁论$!宣称中国正
在施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个别外国政要
声称中国要将南海变成%中国湖$!不能允许
中国%不成比例$地控制南海!等等& 上述论
调纯属主观臆断!显然与事实相悖& 近代以
来中国只有被殖民( 被侵略的悲惨遭遇!而
根本没有霸权扩张的历史& 中国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任何时候都不会谋
求扩大地区势力范围!中国永远不称霸是向
全世界做出的郑重承诺& 中国是南海和平稳
定的坚定捍卫者!中国从来没有对整个南海
提出过权利主张!将来也不会扩大对南海的
权利主张范围&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崇尚睦
邻友好!但和平友好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承受
他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后果&

中国尊重他国!愿意通过友好平等的对话妥
善处理与有关邻国间存在的领土主权和海
洋管辖权争议!但中国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诉
求也必须得到他国应有的尊重和保证& 中国
在南海问题上一贯保持克制!面对有关国家
的挑战!中国被迫采取维护国家主权的举措
是有理有节(无可指责的& 近期中国设立三
沙市!这是对 $#)#年设立的西(南(中沙群
岛办事处这一地方行政管辖机构的必要调
整和完善!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美
国作为南海争端非声索国( 南海域外国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非缔约国!没有理由(

更没有资格对此说三道四& 奉劝美国彻底摈
弃乱中取利图谋!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

土完整!多做真正有利于南海乃至亚太稳定
繁荣的事& 南海地区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
话不要对抗(要理解不要隔阂!这是大势所
趋(民心所向& 少数国家为谋求自身战略利
益!试图将南海变成大国角力场!这不仅背
离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南海周边各国人民的
最终福祉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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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南海区域军备竞赛加剧!

南海争议有关当事国纷纷采购先进武器装
备!加强军事演习(军事管控等海上军事活
动!对南海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南海地区也
存在一些加剧紧张态势的杂音和事件!但总
体局势稳定(可控& 有关各方应积极寻求通
过对话与磋商解决有关争议问题!不将南海
争议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避免在本地区
制造矛盾和紧张局势!这符合包括所有当事
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共同利益&

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消除传统安
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促
进东亚及周边地区经济繁荣!推动全球经济
复苏显得尤为重要& 南海是全球最重要的海
上航道之一& 中国一贯尊重各国在南海依国
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并愿与有关各
方一道! 积极参与本地区海上安全国际合
作& 中国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以所谓%维护南
海航行自由$为借口介入南海问题& 当前南
海沿岸国家应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
争!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

保持克制(求同存异是当前处理南海问
题的明智之举!协商对话(务实合作是最终
解决南海问题的必由之路& 中国以实际行动
实践着对地区稳定与发展的承诺!南海争议
其他当事国同样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
务& 目前!落实+宣言,后续行动指针已成为
中国和东盟国家围绕南海问题开展对话与
合作的重要内容& 探讨制订%南海行为准则$

就是落实+宣言,的一部分!中国对此持开放
和积极态度& 当务之急是有关当事国切实尊
重和遵守+宣言,精神!认真推进争议当事国
之间的直接谈判协商! 扎实推进南海合作!

这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需要!符合各方共
同利益& 中国愿与有关国家一道!坚持通过
和平方式处理有关争议问题! 增信释疑(促
进合作!共同致力于把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
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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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棋子湾旅游公路项目也正在
快速推进中!预计 $&月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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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子湾畔!海风徐徐& 雨润(恒盛元(

阳光国际三大旅游项目正在你追我赶!占
地 '&&&多亩的海南西海岸海尾湿地公园
正呼之欲出&

棋子湾已经成为投资热土0为进一步
完善棋子湾旅游度假区的基础设施配套!

增强景区的投资吸引力!今年!昌江实施
棋子湾旅游度假区基础设施项目!并于 *

月 !-日开工&

据悉!棋子湾旅游度假区基础设施项
目规划总面积为 '*.!平方公里! 总投资
$&亿元& 项目建设包含 #条路网的道路
工程及附属工程(桥梁工程(管道工程(景
观工程(输配电工程(环卫工程(污水处理
厂及垃圾转运站等&

为能让这个项目按时按质完成!该项
目采取了%政府主导直接投资!引入项目
建设管理团队!实施项目建设管理#的模
式!确定了今年完成预期工程量!投资 (.)

亿元0

今年 -月初!何西庆和县长符礼伟就
带重点项目推进服务工作组人员到棋子
湾度假区基础设施项目施工现场进行现
场办公! 当场解决了项目年度建设资金(

部分管道工程用地等问题!并要求相关部
门要以最快的速度协调解决!确保项目顺
利进展&

据悉!今年昌江新开工的省重点项目
有 )个!总投资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亿元! 上半年已完成投资 $.-亿元!占
年度计划投资的 ('.!/& 续建的省重点项
目有 *个!总投资 (&#.%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亿元!上半年已完成投资 !'亿元!

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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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需要抓重点项目建设!项
目建设需要抢速度(抓机遇& 为促进签约
项目早日开工! 昌江形成了全程贴身式
服务模式! 引导社会投资项目加大资金
投入&

棋子湾旅游项目客商之一的昌江恒盛
元棋子湾旅游置业公司! 一度因各级政府
部门办事程序繁杂(手续过多而萌生退意&

昌江主要负责人主动向投资者表示! 将尽
快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 通过成立项目推
进服务组!恒盛元在土地(林地等问题审批
上拖了一年的事! 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办
结了!促使该酒店项目顺利开工&

何西庆表示! 政府部门要主动服务!

积极协调!做好衔接!促进签约项目早日
开工!确实没有诚意的企业!如项目久拖
不开工建设的!要采取一些措施&

下半年!昌江将重点推动棋子湾阳光
城旅游项目(雨润两家五星级酒店项目和
镔海混凝土外加剂(干混砂浆项目尽快动
工建设& 同时!力争省(县预备项目有 +0!

个落地&

)èébê

$

"

!

¨?$

ëìíîï¼rs��ðÍñ

òóÚôÐõö>÷øMùúûü

!"#$%&'()*+ !!",

èéý !$%&'( )*+,-

."记者近日从临高县政府获悉!+临高县
对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的暂
行规定,已经县政府同意!并于 -月 !!日
发布实施& 新政策规定!已领取+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的夫妻!自发证之日起每月
领取 $$&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结扎户(特困计
生家庭子女考上一本院校的! 每年奖励
'&&&元!连续奖励 '年'考上二本院校的!

奖励 (&&&元!连续奖励 '年& 每年拨出 $&

万元以上专款作为%计划生育帮扶资金#!对
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扶贫(扶困(扶弱&

教育方面的奖励扶助还包括!农村独
生子女和二女结扎户子女1简称%两户#*

在中考录取时!报考县内中学的给予其增
加 !个星'优先就读思源实验学校&

医疗方面!在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中! 是农村独生子女户和纯女结扎户的!

其家庭成员个人应交纳的参合金!由县财
政预算解决& 在实施新农保制度中!对农
村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父母及手术并
发症的参保人员!给予代缴每年 +&&元的
养老保险费&每年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购
买人身保险费 +&&元!农村二女结扎户人
身保险费 (&&元&县卫生医疗机构和计划
生育服务站每年要免费为农村独生子女
户(二女结扎户的家庭提供健康检查服务
一次&

另外!人力资源保障部门优先安排农
村%两户#子女参加职业技术培训!优先给
予安排劳务输出'优先录用农村%两户#子
女在公益岗位就业&对农村%两户#子女中
的大中专毕业生!凡参加行政(事业单位
招考录)聘*用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
用&农业部门在能繁母猪(良种补贴(生猪
保险( 农机购置补贴等惠民强农政策中!

优先照顾和帮扶农村%两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