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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总理温家宝 !日在乌鲁木齐分别
会见了出席第二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的柬埔寨首相洪森! 吉尔吉斯斯坦总
统阿坦巴耶夫!马尔代夫总统瓦希德!

塔吉克斯坦总理阿基洛夫!荷兰前首相
巴尔克嫩德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哈萨
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阿富汗第二副总
统哈利利和土耳其副总理巴巴詹"

第二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脑外交
是本届亚欧博览会最大亮点之一"除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等新疆传统经贸合作伙伴
外$荷兰!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爱尔
兰!印度!乌拉圭!巴西!智利!南非 "#国
首次亮相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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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教育局。&'()%广州宏达工程顾问有限公
司。*+,- !%万宁市2012年薄弱学校建设工程民族中学科技楼和
学生宿舍楼项目。*+./%新建科技楼1幢，约1993.5$!，学生宿舍
楼1幢，约1289.2$!。*+,- "%万宁市2012年中小学校舍安全工
程万城镇中学新建科技楼等项目。*+./% 新建科技楼1幢，约
2710$!，学生宿舍楼加建二层，约800$!，学生食堂加建一层约850$2。
!012%土建及相应的室内外给排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祥见
施工图）。34567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
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8,9:%

请拟派项目经理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技术负责人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组织机
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注册建造师证书及安考合格证B证、技术负责
人职称证、拟投入本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包括安全员、质量员、施工员、
资料员、材料员、造价员）身份证及上岗证、基本帐户开户许可证。注：外
省企业还须由分公司负责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到场，提供《省外建筑业
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拟派的项目经理须是《省外建筑业企
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中的人员，且没有在建项目。以上资料须验
原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收原件）。8,;<%有意者请于
2012年 9月 3日至 9月 7日 08：30-12：00时，14：30-17：00时到
海口市玉沙路城中城小区A座1004房报名。招标文件每套售价800
元，售后不退。=>?7王工3158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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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挂牌交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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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买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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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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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买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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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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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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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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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二○一二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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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电话：

! h @ A

ij!h?7海南省红岛种畜繁殖场。kj!h&'l$7上海市工
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mj!h*+7琼中·红岛牧场住宅小区建设
项目。nj!hop7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琼中县营根镇营红路，建筑面
积 !""!#$

$，保障房 $##套，建筑面积 !%"!#$

$；一栋办公室，建筑面积
!###$

$。现通过公开招标选择本项目勘察设计单位。qjc,34r5

67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单一投标人应同时具备
建筑工程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和工程勘察甲级及以上资质；联合体投
标，应由具备建筑工程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的设计单位和具备工程勘
察甲级及以上资质的勘察单位组成，要求 $##&年至今完成 $个及以上
房屋建筑工程设计类项目业绩及房屋建筑工程勘察类项目业绩。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勘察设计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
目设计负责人要求有高级职称并具有注册于本单位的国家一级注册建
筑师或国家一级结构工程师资格证书；拟派的勘察技术负责人要求在
本单位注册的岩土高级工程师；且省外单位应具有《省外建筑业企业进
琼分机构备案手册》并具有本专业备案资质。sjc,turc,vw

Zx7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年 &月 '(日至 )日 !)* '#前，到海
口市蓝天路西 !$号 %#)#%房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c,567拟派项
目负责人携带授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注册证、职称
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省外建筑业企业需要提供《省
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和营业执照（副本）（核原件收
盖公章复印件）。yjz{@A|}~7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和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7王工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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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海南儋州东坡雅居置业有限公司委托，

就儋州市那大城区污水处理工程污水处理二厂外部污水主干管局部

改线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建设规模：污水主干管起点位于文化北

路右侧国盛路现状过路涵处，终点为污水处理厂二厂，全线总厂为

1166m，主要服务区域为那大城区东北片区及部分中南片区，总服务

面积1374ha，设计流量（最高时流量）为601.4L/s。有意者可于2012

年9月3日至9月7日上午9：00到下午17：00到海口市国贸北路

26号金茂大厦14楼E2室报名。报名时须由拟派项目经理和技术负

责人本人携带营业执照副本、企业资质证书副本、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副本、公司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业绩合

同、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项目经理的注册建造师证和身份证，技

术负责人职称证和身份证、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资料员、造价员、

材料员、机械员的岗位证书和身份证）、省外企业须具备《省外建筑业

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注：以上报名材料核原件收盖公章复

印件。）到场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元，售后不退。企

业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

质，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注册二级建造师及以上执业资

格。业绩要求：2009年至今至少有一个单项合同金额在 500万元

（含）以上市政工程项目业绩。联系人：周先生6855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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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海南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离戒毒所

委托，就海南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离戒毒所-AB警戒围墙护坡

工程进行公开招标。建设规模：海南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离戒毒所

-AB警戒围墙护坡工程，招标范围建安工程施工总承包，工期90

日历天。有意者可于2012年9月3日至9月7日上午9：00到下

午17：00到海口市国贸北路26号金茂大厦14楼E2室报名。报

名时须由拟派项目经理本人携带单位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建造

师注册证及其安全生产考核B证（省外企业委派建造师须为备

案手册中所列的备案人员）、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及其安全生

产考核A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

可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企业基本账户开户许可

证、外省企业须提供《外省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分公司

负责人的身份证（注：以上所有材料核原件收盖公章复印件一

套。）到场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元，售后不退。

企业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

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二级建造师及以上执业资格，

省外企业须提供《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联

系人：周先生 6855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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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海南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离戒毒

所委托，就海南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离戒毒所污水处理站设备房

工程进行公开招标。建设规模：海南省司法厅仁兴强制隔离戒毒

所污水处理站设备房工程，招标范围建安工程施工总承包，工期

90日历天。有意者可于2012年9月3日至9月7日上午9：00

到下午17：00到海口市国贸北路26号金茂大厦14楼E2室报

名。报名时须由拟派项目经理本人携带单位授权委托书及身份

证、建造师注册证及其安全生产考核B证（省外企业委派建造师

须为备案手册中所列的备案人员）、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及其

安全生产考核A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

生产许可证、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企业基本账户开

户许可证、外省企业必须提供《外省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

册》、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证（注：以上所有材料核原件收盖公章

复印件一套。）到场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元，

售后不退。企业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二级建造师及以上

执业资格，省外企业须提供《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

手册》。联系人：周先生6855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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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7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j*+,�r./7文昌市月亮湾北部起步区海滨路 $、'号桥、香

水椰路桥工程监理，滨海路 $号桥长 !##米，宽 $+米；滨海路 '号桥长
$##米，宽 $$米；香水椰路桥长 !$#米，宽 !"米。建设资金为建设单位

自筹；工期为 %个月；招标范围：施工及缺陷责任期全过程监理。

#j34567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

质，拟派总监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

年 !月至今监理过类似市政公用工程项目。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以上要求资质必须在手册上备案）

*j c,567 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工作日

内），由总监携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到文昌市招标办公室报
名,报名提供：!、监理工程师注册证或上岗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营业

执照和资质证书正副本、开户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拟派项目管理机构人员（监理员 $名和注册造价工程

师、见证员、资料员各 !名）的身份证、注册证或岗位证等。省外建筑业
企业还须携带《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及分支机构

负责人身份证、海南分公司营业执照。（以上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公章复

印件）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

+j!0&'()7北京国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系人：马先生；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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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二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暨中国!亚欧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日下午在
乌鲁木齐市隆重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
为%再创丝绸之路新辉煌&的主旨演讲"温家
宝指出$我们应当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
有力的举措$ 全面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增
强本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好地造福亚欧
各国人民"

温家宝说$亚欧大陆是一片美丽而神奇
的土地$物产丰富$地貌迥异$民族众多$文
化多元$充满生机和活力"早在两千多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开辟了一条贯穿亚欧大陆的
丝绸之路$ 架起了东西方之间往来的桥梁"

当今$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亚欧加快发展和联合自强$昔日的丝绸之路
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与亚欧国家的关系进
入历史上最好时期$ 迎来互利合作的新高
峰" 温家宝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加强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和平与
稳定" 中国主张地区事务由地区国家和人
民自己决定$ 支持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 各方应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反对外来
干涉"

第二$扩大市场开放$促进共同发展"要
促进区域内人员!货物!资本!技术和服务自
由流动$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完善现有
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加快商谈双边和多
边自由贸易协定(深化金融合作$为重大合
作项目提供资金保障(对本地区有困难的国
家提供必要援助$ 增强他们的自主发展能
力" 合作项目要向民生领域倾斜$让民众切
实分享发展成果"

第三$推进跨境区域合作$加快互联互
通进程" 要积极推动新的能源管线项目(加
快建设中国西部至欧洲西部公路!铁路等重
大交通项目( 运营和维护好亚欧物流大通

道(推动地区通信网络一体化"

第四$深化人文交流$增进各国人民的
友谊" 要扩大文明对话$举办更多的文化!

艺术活动$ 增加互派留学生$ 促进旅游合
作$密切学术机构!青年组织!新闻媒体的
友好交往"

温家宝指出$ 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
放$新疆在中国向西开放和沿边开放的区位
优势!人文优势!资源优势再度凸显出来"新
疆成为中国与亚欧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开
展互利合作的桥头堡"新疆的改革开放和发
展振兴$不仅惠及新疆各族人民$也将给亚
欧国家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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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邀请$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日下午抵
达四川成都$ 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 &天的正
式访问" 李显龙将于 !日至 '日率团在川考
察参观新川合作项目!地震灾区映秀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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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日
本媒体报道$日
本东京都调查团
!日晨乘船抵达
中国钓鱼岛周边
海域$ 开始进行
非法调查"

东京都调查
团一行乘坐的海
难救助船 )航洋
丸* 于当地时间
(时+北京时间 )

时, 许抵达钓鱼
岛周边海域$从
&时 "(分+北京
时间 (时 "(分,

开始进行非法调
查$ 包括测量水
温! 调查地形和
水深等" 调查团
拟于当晚返回石
垣港"

该调查团由
东京都和冲绳县
石垣市政府工作
人员! 房地产鉴

定师!海洋政策专家等 !(人组成"

中国外交部此前多次就钓鱼
岛问题表态$ 指出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
领土$最早由中国人发现!命名和
利用" 日方对钓鱼岛采取任何单
方面行动都是非法!无效的$中方
敦促日方切实处理好当前问题$

避免对中日关系大局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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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东亚岛屿主权争端

近期$因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纷争$

韩国和日本的关系变得势同水火( 围绕钓鱼
岛问题$日本多种势力蠢蠢欲动$妄图煽动日
中两国对立(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
岛*,问题上$俄罗斯和日本仍僵持不下"

岛屿虽小$主权事大"围绕岛屿的主权纷
争在全球范围并不鲜见" 但东亚的岛屿主权
争端何以在近期突然升温- 纷争的后续影响
如何- 各方又应如何缓和局势!解决争端- 中
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有关当事国的专家
学者各抒己见$ 客观理性地解读东亚岛屿主
权争端的因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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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金
嬴' 日方挑衅的原因是近年来日本国内问题
频出$ 焦虑感渐渐增强并蔓延至社会各个阶
层$构成民众过激情绪的基础" 此外$日本政
界的结构不断调整也是一个原因" 眼下又是
大选逼近$国会斗争日趋激烈$领土问题便成
了表现)爱国心*的试金石"在国际因素方面$

争端升级也是美国要继续将日本控制在其全

球战略中的精心打算"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研究委员南相久'

韩国总统李明博日前登上独岛视察$ 日本媒
体说是)政治作秀*$但登岛其实与李明博提
升自身支持率并无实际关联" 李明博登岛主
要是希望表明其对坚持独岛主权的意志$其
次也有政治策略的考量"相反$日本借岛屿纷
争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考虑似乎更多一些"

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

野田政权一直想方设法讨好美国$ 并认识到
美国期待日本与中国进行对立" 而美国国内
支持对华采取敌视政策的人们也很清楚$靠
美国单独在亚太采取军事行动比较困难$必
须借助日本等周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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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嬴'!#"#年钓鱼岛)撞船*事件曾严重伤
害中日关系$ 日方在处理该事件时出现两点令

人担忧的动向' 第一$ 不承认钓鱼岛有领土争
议(第二$不承认中日过去搁置争议的共识" 而
就美国战略调整而言$ 让日本与邻国之间保持
可控的适度紧张关系$有助于日本依附美国$有
助美国让日本为其国家利益做出更多贡献"

孙崎享'日中本来应为继续发展!深化两
国关系而努力$但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等人
的做法却顺应美国意愿$与日中关系发展进程
背道而驰$或将使日中双方两败俱伤"当前$最

关键的是$有人利用这一机会妄图刺激中国"

卢贾宁'需要警惕的是$东亚岛屿主权争
端激化造成地区局势紧张$ 给希望浑水摸鱼
的美国提供了机会" 美国希望借此挑起当事
国矛盾$从而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并妄
图趁势从当事国获得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军
事基地等特权"

南相久'尽管近期岛屿纷争升级$韩日关
系未来)回温*的可能性很大" 鉴于双方对亚

太!国际以及经济关系的考虑$韩日都是密不
可分的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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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省前条约局局长东乡和彦'在
钓鱼岛问题上$ 日本需要大幅度调整外交政
策"如果日本愿意对话解决日韩主权争议$但
却在钓鱼岛问题上拒绝对话$ 这种矛盾的外
交政策在未来会带来麻烦"

卢贾宁' 解决岛屿主权争端需要从两个
方面着手'第一$应由当事国双方谈判解决争
端$ 不应让第三国介入并将争端国际化(第
二$ 如果目前找不到解决办法或者说争议其
中一方没有让步意愿$就应暂时搁置争端"对
于某国实际控制下的争议岛屿$ 该国领导人
最好不要去视察$此举会激化争端"

孙崎享' 日中应战略性思考如何避免冲
突$不让石原等人得逞"中国领导人所提倡的
搁置争议的本意不是把钓鱼岛让给日本$而
是避免日中在钓鱼岛问题上发生冲突$ 即不
使用武力$应该成为两国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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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hi"江西萍矿集团公司高坑煤矿 !日
"!时 ((分左右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记者 !"

时 '#分在救援现场了解到$ 事故已致 "'人
死亡$目前仍有 !人下落不明$安全升井 !'

人中有 !人受伤入院"

此次事故发生在高坑煤矿采二区 )#*盘
区 ')+&工作面$ 井下采区当班 '*人$ 其中
!'人安全升井"

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