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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迁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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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溪镇春天大道市政工程施工标于2012年10月9日进行了公

开开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评标工

作，经评标专家委员会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2012年10月11

日～10月15日）内向白沙县有关部门投诉。电话:0898-27723215
1ABC! 东方市财政局拟建的综合大楼和安置房建设工程设计

招标，已于2012年10月9日08时30分在东方市东海路绿宝大酒店

四楼会议室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第一中

标候选人:海南中电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京创国

际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2年10月11日-10月15日），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东方市监察局投诉。联系电话:0898-25538471。

2345$6789:;<-=

9:>?

受人民法院委托，低价处置老城开发区盈滨半岛

两块土地:

1、盈滨岛主道旁50亩土地；

2、临海50亩土地。

地块周边均已开发为成熟住宅小区。

欢迎有需求的客户垂询。

联系人:朱先生电话:1397673456068583888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楼

@0-A

8"DAEF!屯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7"DAGHEF!

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I"JKLM!屯昌县就业和社

会保障服务中心，计划工期:300日历天。&"DANO!土建及安装工

程。P"QRST!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

师资格。U"QRVWXYZ!由拟派项目经理本人携带身份证、法人

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组织机

构代码证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公司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建造师证、项目技术负责人职称证、拟投入本项目管理

机构人员（包括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材料员、资料员的岗位证及

身份证）。注:省外建筑业企业办理《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

案手册》的方可报名（以上材料验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于2012

年10月11日至10月17日（工作日）17时前到屯昌县行政服务中

心二楼建设局窗口报名。[" \]^!李小姐 18789756121

/ 0 - 1

琼海市官塘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监理项目于2012-10-08
日08:30:00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
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
会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君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
人:海南佳磊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珠江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公示期:2012年10月11日至2012年10月15日，如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向琼海市水务局投诉，投诉电话:0898-62833150。

1ABC ! 金沙·山水假日工程监理项目于 2012-10-08日
15:00:00完成开、评标工作，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
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
海南华垦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柏鑫项目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双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公示期:
2012年10月11日至 2012年10月15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
向我司联系0898-68556335

@ 0 - .

DA^!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DAGH!绍兴市工程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_`8!abcdefghfgijkl#mnR$ocpqrs

tuv% _`& 建设内容:项目用地面积72931.02m2，共建保障性住房

1258套，并配有相应的配套设施。报名条件: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

注册资金3000万以上，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建设管理

能力。_`7!abc

!%#!

9fgijkl#aw5x'yz%(mnR$o

cpqrstuv%_`&建设内容:项目用地面积17507.25m2，拟建总建

筑面积约42450.7m2，共建五栋720套经济适用房，并配有相应的配套设

施。QRST!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注册资金3000万以上，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建设管理能力。DAaT{|!凡有意

参加投标者，请于2012年10月11日至10月17日17时止，请携带介

绍信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委托人身份证（验原件及收加盖公章

复印件），在文昌市党政办公大楼西副楼二楼文昌市招投标办公室报名并

购买招标文件。联系:梁工18689981451

/ 0 - 1

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2012年海南

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业务用房综合楼（危旧房

改造）项目，于2012年10月9日完成了评标工作。经评

标委员会评定，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茂名市电白建筑工程总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中康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2012年10月11日至10月15日，共3

个工作日。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琼中县监察局投诉。

电话:0898-86227708。

@ 0 - .

8)_`R}!黄流车站商业街；7"DAEF!海南海汽运输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乐东分公司；I"DAGHB~!海南远恒建设项目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_`LM!位于黄流镇老车站，2栋，2层，建筑面积
5265.23m2；P"�A^����!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要求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建造师；U"QR

��!由拟派项目经理本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到现场报名，报
名时提供:1、营业执照正副本、资质证书正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组织
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法人身份证；2、拟投入
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包括项目经理身份证、执业资格证、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技术负责人身份证、职称证，五大员的身份证、岗位证；3、省外企
业还须由分公司负责人持身份证、分公司营业执照、省外建筑业企业进
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上材料审核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并按要
求顺序装订成册，并注明XX工程投标报名资料）于2012年10月11
日至17日（节假日除外），在乐东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招投标窗口报名
并购买招标文件。联系电话:85596932、13876346886

@ 0 - .

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儋州市交通运输局委托，就黄泥沟现

代农业示范区出口公路桥梁工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该项

目拟建黄泥沟现代农业示范区出口公路桥梁工程由长坡江桥、浪沙

江桥、徐浦河桥及引道工程组成，全长 0.866KM （其中桥梁

299.28m/5座，引道长566.222m）。按双向双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

设，采用设计时速为60KM/小时，设计荷载公路-I级。工期:300日

历天；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2-10-1208:30:00 至

2012-10-1817:30:00（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北京时间，

下同），在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企业资质要

求:同时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和桥梁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要求壹级注册建造师资格，技术负责

人要求公路工程专业高级职称。联系人:黎先生0898-6855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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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知名研究机构 $日联合发布报告!建议美国
政府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积极吸引来自中国的
优质投资"

这份报告题为#敞开美国大门$ 充分利用中
国海外直接投资%! 由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
心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
系研究所合作推出' 两家机构 !"&&年 '月 +日
启动该研究项目!旨在对中国在美直接投资进行
全面的综合性研究"

报告指出!最近几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
投资金额和交易数量上都在激增! 仅 !"&"年投
资额就超过 '"亿美元" 来自中国的企业至少已
经在美国 )'个州运营! 在美创造的实际就业岗
位至少在 &万以上!数倍于官方统计数字" 如果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到 !"!"年中国在世界范围
的直接投资将超过 &万亿美元!其中可观的一部
分将流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报告同时指出!激增的中国投资在美国引发
的不只是兴奋!还有焦虑" 来自中国的重要投资

意向近年来在美屡屡受挫!使美中关系出现了一
些不确定因素和猜疑"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作为
美国法定机构负责审查国家安全风险!其运作总
体来说相对公平!但是时常出现的国会干预和因
此造成的负面公众舆论!却传达给中国投资者含
混不清的信息!打击了中国投资者的积极性"

报告说!政治干预会吓走合法的对美国有潜
在利益的交易" 现在每当有中国投资提案公布!

媒体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它能创造多少就业!

而是华盛顿的某些集团是否会加以阻挠!无论它

是否真的涉及任何国家安全威胁"上述不友好的
待遇会吓走美国需要的正当投资!可能招致对美
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报复!并且把美国的注意力从
真正需要严肃评估的国家安全事务上分散开"

报告认为!鉴于目前美国政治气氛中弥漫的
恐慌情绪!如果不采取措施恢复冷静思考!来自
中国的投资带来的潜在巨大效益很可能会被白
白浪费" 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在保持最有效的
安全审查程序的同时!对中国敞开大门!积极吸
引来自中国的优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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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说()*美国国会+报告威胁了华
为公司在美数千万美元的投资! 阻碍了
华为为美国市场带来竞争和创新!推高
了美国民众使用宽带的成本' 美国国会
的决定给美国经济和就业带来了损失!

美国民众需要一个更好的解释, -

普卢默介绍说!华为在去年 &!月正
式向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汇报了相关
情况! 今年 !月份在深圳接待他们参观
考察!'月份在香港安排他们与总裁任正
非会谈!7月份接到问题清单后竭尽所能
地理性回复! 还在 $月份出席听证会并
回答了更多问题' 他说()很明显!华为公
开坦诚地与该委员会合作了 &&个月!而
委员会却一直不愿开展客观的调查' -

普卢默告诉记者()报告中体现的阴
谋论忽略了商业和技术现实' 首先!报
告没有认识到电信行业的全球化特点'

美国即便不从华为购买设备!也得从欧
洲公司购买!而所有公司其实都是在全
球范围内开发产品和设计软件' 网络安
全是通讯行业普遍面临的问题! 我们需
要一个全球性标准!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其次!华为是营利性企业!每个软硬件产
品都是经过市场长期考验的' -)去年华
为在美国采购了 7'亿美元商品!支持了
数百家美国企业和数万个工作岗位!-普
卢默说!)这份报告威胁了美国的就
业, -他说()如果美国民众丢失的是数
以万计的工作岗位和数十亿美元的采购
合同!并且还不得不为宽带网络支付更高的成本!

那么他们需要得到明确的事实依据' -

普卢默还表示! 这份报告开了一个非常危险
的先例!这种扭曲市场的政策可能导致其他国家
相应地限制美国企业的海外业务'

他强调说()华为在全世界都受到信赖! 现在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家运营商使用我们的产
品!包括所有经合组织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
从没出现过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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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兴对美国国会调查结果表示失望! 中兴
的产品和服务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
胁!美国单挑中国公司调查是不公平的'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0日发
布调查报告称!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如果参与美
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将对美国国家安
全构成威胁' 该委员会建议美国公私部
门不要选择华为和中兴的电信基础设施
产品!建议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阻止华
为和中兴在美国的收购或兼并活动'

戴澍说()我们对报告结果表示失望'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没有投入足够时
间编制报告!报告中有关中兴与中国政府
关系的大量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

)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给我们一次公
平的机会参与无线或宽带网络建设!-

戴澍说' 他指出!过去 &"年间!中兴公
司在美国采购 &+"多亿美元的产品!为
美国直接和间接创造了两万多个就业
岗位' 中兴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为美国消
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为行业带来了竞
争!降低了消费成本'

戴澍认为!中兴的产品和服务不会
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中兴已经在
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 '""多家运
营商合作!从来没有出现过威胁国家安
全的案例'

戴澍指出!美国单挑中国公司调查
是不公平的' 若真担心国家安全!其他

西方公司也应该接受调查!因为网络安全事关整
个产品供应链!涉及整个行业'

他认为!解决国家安全担忧的最佳途径是使用
受信任交付模式!通过一家独立的第三方来评估中
兴的软硬件产品' 美国政府部门完全可以采取这种
方式来消除担忧'

谈到报告对公司业务的影响!戴澍说!调查
报告确实会造成误解和混乱! 给中兴开拓美国市
场带来更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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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电信企业按
照市场经济原则开展国际化经营' 中国和有关国家的经济
合作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合作环境' 中方希望!有关国家
能够坚持与中国的互利合作! 为深化双边经贸合作采取积
极.建设性行动!这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加拿大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可能不让中国华为公司
开展在加业务!也有些国家提出要对华为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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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表文章!曝出该委员会主席
迈克&罗杰斯引为)威胁-例证的 8?@ABCD 公司
信息外泄事件的细节' 文章援引 8?@ABCD公司
发言人格雷格&伦德的话说!事件发生后!公司
组织了调查!但最终结论是)没有证据显示这
起事件是华为恶意行为所致-'而且!该委员会
在调查期间并未联系 8?@ABCD公司! 而公司也
没有去委员会投诉'

文章还说!美国情报机构内部也未就华为
和中兴公司的设备是否威胁安全达成共识'文
章援引一名美国情报机构前高官的话说!非法
窃听的威胁可能更多是理论上而非实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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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一篇文章指
出!美国国会投下如此)重磅炸弹-的依据应该
客观!而不能是基于那些)没有根据的传闻-以
及一些技术)阴谋论-' 文章认为!美国国会的

这一举动是美国在搞过分的)中国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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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也发表文章说!上述报告
缺少证据!漏洞百出!没有提到任何一例使用
这两家公司的电信设备窃取数据的案件'美国
国会有关华为的报告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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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表题为/美国报告凸显对中国
公司忧虑%的文章!指出这份报告出炉的时间正
好是美国大选前中美贸易摩擦最突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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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表文章!翻出
美国.以色列曾利用)谷歌-策动网络间谍战的
老底' 文章还说!欧洲各国政府并不担心华为!

因为 $月中旬英国首相卡梅伦与华为总裁任正
非一同宣布了华为公司 &'亿欧元 *约合 &$亿
美元+的投资!而西班牙工业.能源和旅游业大
臣索里亚最近在访华期间参观了华为公司设在
上海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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