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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与菲亚特结盟 两个月内重组
新华社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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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困境的美国第三大汽车厂商克

莱斯勒公司发表声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

与此同时$克莱斯勒正式宣布与意大利汽

车制造商菲亚特公司结盟 # 记者认为 $克

菲联盟标志着受此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

机的影响$全球汽车业版图重整的序幕正

式拉开#

记者从克莱斯勒亚洲业务中国企业传播

部门了解到$根据公司众多利益相关方达成的

全面重组计划$ 克莱斯勒有限责任公司宣布$

在与菲亚特集团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全球

战略联盟以组成一家新公司的大原则下$克莱

斯勒与菲亚特达成一项协议# 该协议将使克

莱斯勒和菲亚特充分优化各自的生产基地布

局及全球供应商基地$并使双方都能够拓展进

入到更广泛的市场# 菲亚特的动力总成及部

件将在克莱斯勒的制造基地进行生产#

从目前公开的协议细则看$ 克莱斯勒

的破产保护之路如果顺利$ 菲亚特和克莱

斯勒双方将从合作中各取所需并受益# 菲

亚特有克莱斯勒急需的节能小型车技术 $

以及欧洲的成熟销售网络% 克莱斯勒可以

为菲亚特开拓美国市场提供帮助 $ 并在

!""#

等优质品牌和车型上与菲亚特具有

互补性#

相关人士介绍 $由于克莱斯勒的墨西

哥&加拿大和其他国际运营机构不在此次

破产申请之列 $因此中国已经购买
!""#

&

$%%&

等克莱斯勒产品的消费者不用担

心# 实际上 $如果克莱斯勒与菲亚特的合

作进展顺利 $ 未来双方在中国市场的车

型&销售网络等方面也可以展开相关战略

合作#记者认为$这对改变目前菲亚特&克

莱斯勒在中国市场双双失意的局面也有

所帮助 #

在克菲联盟之后$通用下一步的命运成

为全球汽车业关注的焦点# 美国通用汽车公

司此前公布的重组方案包括以债转股方式大

幅削减债务& 在明年底前裁减
'()

万名美国

工人$并逐步放弃庞蒂克品牌等# 不过$业界

分析通用最终申请破产保护的可能性仍然很

大# 通用的重组之路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多更

复杂#

克莱斯勒与通用美国两大汽车巨头

的命运值得中国汽车业反思 # 通用汽车

已有百年历史 $ 而克莱斯勒也有
*+

年的

历史 # 二者鼎盛时品牌阵营之强大 &在美

国本土市场占有率之高均令人不可小

觑 # 然而 $由于自身产品结构 &生产成本

等问题迟迟得不到改善 $ 在金融危机的

冲击下 $百年老店终于难以自保 # 此前 $

已经有媒体预测 $

',%-

年全球汽车业将

迎来 '最困难之年 (# 实际上 $在记者看

来 $

.,,-

年也注定是全球汽车业版图的

重整之年 # 克莱斯勒 &通用等美国汽车巨

头为摆脱困境选择的重组突围之路将改

变既有全球汽车业版图和格局 #

别人的危机$对我们反而可能是机遇#

应当看到$不管克莱斯勒&通用等跨国汽车

巨头未来的命运如何$ 中国汽车市场都是

其不能舍弃的重要战略要地# 利用中国汽

车市场逆势而上的机遇$ 中国汽车企业要

想实现'弯道超车 ($在传统内燃机产品领

域缩小与跨国汽车巨头的差距$ 就需要在

政府部门指导下加速整合力度$ 在国内市

场实现克菲联盟这样的差异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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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海!打造现代典当新形象" 竭
诚为企业和个人办理土地# 房产#

汽车等各类抵押业务$ 汇海典当
将用快速% 便捷的优质服务力争
成为您身边最信赖的 &理财专
家'$ 业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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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办理"土地%房产等大额抵押
质押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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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电网文昌供电公司兴建的文
昌供电公司综合住宅小区工程已
完成施工招标% 评标工作" 经评
标委员会推荐" 现将中标候选人
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 海
南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第二中
标候选人( 海南省建筑工程总公
司$ 本公示期为

+

天 *

.,,-

年
+

月
.

日
!+

月
1

日 +" 如有异议可
在公式期内向文昌市监察局投诉"

联系电话(

1$$$,>*2

@X�����

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
易中心筹建的石碌镇水富村耕地
开垦项目水利设施工程 *第二期+

项目" 已完成施工招标# 评标工
作" 经评标专家委员会推荐" 现

"

海南西沙旅行社开户许可证 "

*证号 (

!1>2,,,0-1$.,.@

遗失 "

特声明作废,

海口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B���?

市土环资琼山字 -

.%%-

.

.1

号
陈武定向我局申请 &土地证丢失'

补办业务, 经查" 该地位于海口
市琼山区云龙镇农贸市场" 土地
面积

2>24-%A

.

" 土地证号为( 琼
山国用 *云龙+ 字第

%>*%

号, 现
我局决定公告注销该土地证" 该
证将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凡
是对该地权属有异议的" 请于登
报之日起

2+

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
我局琼山分局申诉" 逾期不申诉
则视该地土地权属无异议" 我局
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关土地
手续" 并给予补发土地证, 特此
通告, 联系人( 冯大芳 联系电
话(

2$*01$+1++0

�{��

最后清盘" 开发商自留精品房折
上折" 本月清仓空中花园别墅
地址% 海口琼山振兴路

)"

号

电话%

('()%$$$&('()%)))

��1� ./0���  ,00d

海口投
1%

万房产自己产权返租金
月五千

2+2.%*>$20%

¡�¢X�?

招标人( 昌江黎族自治县第二人
民医院, 招标代理单位( 海南正
荣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
名称( 职工经济适用房, 工程地
点( 石碌镇医院大院内, 工程概
况(

>

幢"

1

层" 框架结构" 建筑
面积

2.+.%4>>

㎡, 招标范围( 建
筑安装工程, 报名条件( 企业资
质要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及以上" 注册建造师要求贰
级及以上, 报名时请携带介绍信%

身份证% 营业执照副本% 资质证
书副本% 安全生产许可证% 注册
建造师证 *核原件及收盖公章复
印件+, 报名地点% 时间( 海口市
金垦路

$

号"

.%%-

年
+

月
.

日至
+

月
1

日
20

时) 杨工
11+-2%.1

¢X�?

招标人( 海口市人民医院, 代理
人( 海南诚建工程招标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博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改造工程) 海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改造工程) 得胜沙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改造工程) 每个项目造
价约

21+

万元, 投标人条件( 房
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 报名要求( 请于

.%%-

年
+

月
>

日至
*

日
20

时止" 携带介
绍信及其身份证% 营业执照% 资
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 注册
建造师证等材料原件和盖公章复
印件" 到海口市国贸路汇通大厦
0%*

室报名" 每家单位最多限报
两个项目, 联系人及电话( 蔡小
姐"

1*+$-*.-

,

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 标段
2

!!!第一中标候选人( 江西省建
设施工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
人 ( 海南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

标段
.

!!!第一中标候选人 ( 海
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直属工程公
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 海南省第
五建筑工程公司 , 本公示期为

+

天 *

.%%-

年
+

月
.

日
!+

月
1

日+"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昌江县
监察局提出申诉 " 联系电话 (

.11---2.

,

@ X � �

临高县思源学校综合楼工程于
.%%-

年
>

月
$%

日在海口市金贸西
路环海国际商务大厦

1%.

室进行
施工招标开标评标会议" 经评标
委员会评审" 推荐本工程的第一
中标候选人为( 洪宇建设集团公
司, 公示期(

.%%-

年
+

月
>

日至
+

月
1

日 " 监察单位 ( 临高县监
察 局 " 投 诉 电 话 ( *

%*-*

+

.*.*+1>-

,

u£ ¤.�¥¦

文昌市住宅小区工程
§£ ¨©ª«¦

文昌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L£ ¢X��¦

海南省诚宇建设工程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 �®¯¦

项目位于文昌市文清大道*电缆厂后面+"项目
规划用地约

.2

公顷" 容积率为
.4+B.41

" 招标范围为修建性详细规
划%方案设计%方案深化至报建深度及概算,

°£ ±²���³´¦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µ£ =�¶·¸;¹¦

请于
.,,-

年
+

月
.

日至
1

日*每天上午
*

(

$,

至
22

(

$,

" 下午
2>

(

$,

至
20

(

,,

+到海南省诚宇建设工程招标
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

$C2

号海南省国际贸易商务
大厦

D

座
20%.

室+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

º£ =��»¦

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的身份证%营业执照%资质
证书*以上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项目主创设计人员为本
单位一级注册建筑师并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主创设计人员需提供
注册证书及职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联系人% 朱小姐 联系电话%

#*$*-))+'+*'*

叶 工 联系电话%

'($+))*"%%#

¢X�?

u£¢X�¦

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
§£¢X��ª«¦

海南正荣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L£��¼¦

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培训基地综合楼
¬£�B½¦

海口市府城镇薛村*省消防总队教导大
队院内+

°£�®¯¦2

幢"

$

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约
>1-$=

.

µ£¢X¾¿¦

建筑安装工程
º£=�À¸¦

企业资质要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以上"注册建造师要求贰级及以上, 报名时请携带介绍
信%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
证%注册建造师证*核原件及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Á£=�B½£vÂ¦

海口市金垦路
$

号碧湖家园
>

栋
.

层"

.%%-

年
+

月
.

日至
+

月
1

日的
-

(

%%B20

(

%%

Ã£ÄÅ�¦

杨工
11+-2%.1

¡�¢X�?

´nÆ»Ç$

根据项目建设需要"我单位需大量订购以下建筑材料(

钢材%水泥%红砖%河砂%碎石等, 请有意供货的供应商携营
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和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到我单位报名登记,

联系人(伍书院
联系电话(

2$$0-*-*---

"

2$$..%+$1-*

地址(文昌市党政办公大楼西副楼二楼文昌市建设局

文昌市建设局

二
##

九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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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申请破产保护! 但克莱斯勒的经销商及产品售后服务仍将

正常运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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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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