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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昌江县棋子湾旅游度假区，地块编号为E-45号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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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
人可于 2014年 8月 25日至 2014年 9月 22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
备整理交易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4年 8月 25日至 2014年 9月 22日到昌江黎族自
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14年9月22日16时3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4年9月22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
交易中心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2014年 9月 14日 8时 00分至 2014年 9
月24日16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

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三）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
（四）此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由竞得人必须按照住建部门批准的规划

要求开发建设。
（五）开发建设期限：竞得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建设项目

应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
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

（六）本次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有关税费，竞得人须按照规定缴
纳有关税费。

（七）土地出让成交后，竞得人须当场与出让人、挂牌人签订《挂牌成
交确认书》，自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于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一个月内缴清土地
出让价款。

（八）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申请
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

（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联系人：吴先生、钟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532003、26630913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昌土环资告字〔2014〕79号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起始价

挂牌开始时间

E-45号
70年
≥40%

2360万元
2014年9月14日8时00分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土地用途

32145平方米
≤1.1

城镇住宅用地
加价幅度

挂牌截止时间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保证金

1万元及其整倍数
2014年9月24日16时30分

昌江县棋子湾旅游度假区
≤25%

2300万元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8月24日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土环资告字〔2014〕124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六宗(幅)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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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竞买事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另有规定及经核实有闲置土地的单位外）均可参加

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

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

《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按挂牌出让公告

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挂

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时间为准）。（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

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4年8月29日至2014年9月22日
到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办公楼三楼规划信息岗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

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9月22日
16时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

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将在 2014年 9月 22日 17时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办公楼

六楼会议大厅进行。挂牌时间为:东出让2014-02-01号地块：2014年9
月15日08时00分至2014年9月25日上午9:00时整；东出让2014-02-04
号地块：2014年9月15日08时00分至2014年9月25日上午9:40时整。

东出让2014-02-02号地块：2014年9月15日08时00分至2014年9月25
日上午10:20时整。东出让2014-02-06号地块：2014年9月15日08时
00分至2014年9月25日上午11:00时整。东出让2014-02-03号地块：

2014年9月15日08时00分至2014年9月25日下午15:00时整。东出让

2014-02-05号地块：2014年9月15日08时00分至2014年9月25日下午

15:40时整。（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

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六）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

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

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并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人交纳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

符合挂牌出让对象条件的审查。（七）本次挂牌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

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八）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

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

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出让价款，余款须于出让合同签订后60日内一

次付清，出让合同签订后30日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九）

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

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十）成交价款

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

佣金和公证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十一）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

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二）本

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联系

人：唐晓岚、方娇肖；联系电话：0898-25594930；地址：八所镇二环南路西

侧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8月24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14-02-01
东出让2014-02-02
东出让2014-02-03
东出让2014-02-04

东出让2014-02-06

2014-02
-05-01
2014-02
-05-02

位置

东方市板桥镇老城区西南侧

东方市板桥镇老城区西南侧

东方市板桥镇老城区西南侧

东方市板桥镇老城区西南侧

东方市板桥镇老城区西南侧

东方市板桥镇老城区西南侧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住宿餐饮用地

面积（m2）

32533
50877
69480
53245
45063

2856
37089

使用年限

70年
70年
70年
70年

70年

40年

容积率

≤2.5
≤2.2
≤2.2
≤2.2

≤2.2

≤2.5

建筑密度

≤25%
≤28%
≤28%
≤28%

≤28%

≤35%

绿化率

≥30%
≥40%
≥40%
≥40%

≥40%

≥30%

建筑限高(层)
≤20
≤20
≤20
≤20

≤20

≤130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万元)
2363.85
4041.67
5519.5
4229.79

3671.04

2459.01

东出让

2014-
02-05

2009 年 12 月，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号：

460000000040386，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海南华中贸易有限

公司、上海鑫瑞酒店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凌虹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等共同签署了 《关于海南建恒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协

议》（简称 《协议》）。现本公司拟就 《协议》 中相关权利义务事

项进行确认。

目前 《协议》 相关的其他公司与本公司已协商达成一致，海

南华中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鑫瑞酒店设备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

“上海兴源东安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凌虹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尚无法取得联系。请该三家公司见报后及时与本公司联

系，联系人：郭伟，电话：0898-68876039

特此公告

公 告

策马扬鞭，中蒙关系发展再向前。
蹄疾步稳，中国周边外交展新篇。
8月21日至22日，习近平主席对蒙

古国成功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继2月在
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7月对
韩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中国国家元首
对邻国进行的又一次精准外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人
的周边外交从方式到理念不断拓展，跃升
新的战略高度，展现出新时期的新方略。

好邻居常走动。中国
极富亲和力的周边外交开
启友好、合作、发展新旅程

邻国——毗连相邻、一衣带水的国
家，鸡犬相闻、唇齿相依的距离。

蒙古国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访
问的中国第七个邻国。

甫抵乌兰巴托，习近平说，我对蒙古国
进行的国事访问是一次走亲戚式的访问。

一句“走亲戚”，透出浓浓邻里情谊；
两天访问，收获累累互利成果，牵动地区
和世界目光。

政治层面，中蒙关系被提升到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高度；经济层面，矿
产、基建和金融合作“三位一体，统筹推
进”；人文层面，双方启动一批大的人文
交流计划，扩大人员往来规模。

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不断密切的利
益融合，不断亲近的国民感情，也互为陆地
边界线最长国家的中蒙不仅是地理上的近
邻，更是行动上的善邻、感情上的友邻。

这样的邻里关系，远不限于中蒙之
间。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三次开展短、
平、快的精准外交，目的地均为邻国。邻
国外交，成为2014年中国外交一大亮点。

早春二月，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之旅，
开创中国国家元首出席境外大型国际体
育赛事的先河，为今年中俄关系发展开
了好头。

“按照中国习俗，邻居办喜事，我当
然要专程来当面向你贺喜，同俄罗斯人
民分享喜庆。”在索契，习近平主席这样
对普京总统说。

盛夏七月，韩国首尔，在就任国家主
席后首次专程对一个国家进行的国事访
问中，习近平倡导中韩要做实现共同发
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
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

“双方应该像走亲戚一样加强高层
和各领域交往，重视相互核心利益和关
切，及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是习近平主席对中韩关系的期许。

外交需要常走动，而邻居总会越走
越近，亲戚总是越走越亲。

当前，中俄、中韩、中蒙关系都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不仅登上新的历史台阶，
而且向好势头提升提速，周边外交的新
创举意义重大。

中、俄、韩、蒙，都是东北亚经济圈重
要国家。三次精准外交行动，具有重要
的地缘战略意义，影响深远。

睦周边新布局。互为可
信任和负责任的好邻居，是中
国深耕周边的“第一颗扣子”

蒙古国国旗靠旗杆处的红色部分，有

一个黄色的“索永布”图案，图案上方的火
焰，传说象征着“吉祥和兴旺的种子”。

元首出访直接开展邻国外交，最重
大的意义，莫过于登高望远，从地区和全
球战略高度布局谋篇，栽培并灌溉“吉祥
和兴旺的种子”。

“中国始终把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
邻国视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维护
和平稳定的真诚朋友，”22日，习近平主席
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演讲时说。

邻兴，周边兴；邻睦，周边睦；邻安，
周边安。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陆
上有14个邻国，海上有6个邻国。中国
对邻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超过历史
上任何时候；邻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地
缘重要性，也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

“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
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
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
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习近平主
席的演讲，引发热烈反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略周边外交，进
一步成为中国塑造全球外交战略格局的
重要内容。

——去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
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
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
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
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

同发展。
——连续两年外交开局，中国元首选

定俄罗斯——国土面积最大的中国邻国。
——去秋，习近平主席9月访问中亚

四国，首倡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
访问东南亚邻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
亚，首倡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灵动飘逸，活力四射，
联通中国、周边和世界。中国周边外交
大格局面貌一新，天宽地广。

今年以来，三次精准外交，又以新的
创举，演绎“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新理
念，注入新能量。

做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做互利共赢的
好伙伴，做常来常往的好朋友，这是习近
平对中蒙关系的期许，也是和平发展的中
国对发展同所有周边国家关系的期许。

周边外交，是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
器。中国全方位加强邻国交往，相互确
认做可信任和负责任的好邻居，是深耕
周边的“第一颗扣子”。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经略周边，始
于邻国。

大格局细落子。把各
国发展梦想编织成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经纬线，邻国外
交是起针处

睦邻、安邻、富邻；友好、合作、发
展。今天的中国，把自身同周边乃至整

个世界视为共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时代，虽天涯而若比邻。在地

球这个共同家园，人类命运休戚与共。
深度融汇亚洲和世界各国发展

梦想，巧手编织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细
密绵长的经纬线，邻国外交正是起针
之处。

习近平主席强调：“家门口太平，我
们才能安心、踏实办好自己的事情。”

中国的和平发展，利好邻国、利好
周边，也利好世界。中蒙关系便是例
证。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蒙最大贸易
伙伴和投资来源国地位，蒙近年超高
速经济增长，中蒙经贸合作的重要推
力功不可没。

伴随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的出访脚
步，从东到西，由南至北，各国发展梦想
的交响乐章声声入耳。

“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
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去
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时，在
俄罗斯发表演讲诠释中国梦。金石之
声，回荡在世界耳边。

十八大以来，历次出访中，中国领导
人反复诠释中国梦的和平发展底色，与
非洲梦、拉美梦、亚洲梦、世界梦互联互
通，互为机遇。

人类共同的发展梦想经天纬地。而
中国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邻
国外交，服务于周边和全球外交大局，把
中国梦与邻国、周边和世界的发展梦想
相向对接，编织得越发绚丽多彩。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世之幸也。
中国的周边外交，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正在谱写新的篇章。
记者 徐剑梅 李斌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中国周边外交展新篇

2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对
蒙古国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
京。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走亲
戚式”访问有划时代意义，为中蒙关系今
后发展绘制了新蓝图，必将进一步推进
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等各方面合作，
对两国关系未来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

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

这是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席后
首次访问蒙古国，也是中国国家主席时
隔11年再次访蒙。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访问期间，两国
发表联合宣言，将“战略伙伴关系”提升
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是两国自2003年建立睦邻互信
伙伴关系，2011年升级至战略伙伴关系
后，双边关系的又一次飞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曲星表
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我国目前对
外关系中的最高一层，说明双方的战略
伙伴关系不仅仅限于政治关系，还涵盖
经济、人文、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郝时远
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讲到“好邻居
金不换”，中蒙关系进入到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这是其中很关键的一点。

全方位推进经贸合作

中蒙在联合宣言中说，双方将继续
本着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金
融合作“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原则开展
全方位互利合作。访问期间，双方签署
了涉及政治、经贸、人文等各个领域的
20多项合作文件。

专家认为，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
建设和金融合作已日渐成为中蒙经贸合
作的三大支柱，此番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将进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强化经
贸合作在双边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

中国前驻蒙古国大使黄家骙说，蒙
古国是内陆国家，人口稀少、土地广袤、
资源丰富，但在基础设施及运输方面十
分薄弱，且缺乏资金。中国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并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
程中，中国的技术、经济发展动力、通道
等和蒙古的资源优势高度互补。

郝时远说，中蒙两国互通有无的共赢
合作对双方而言都是最便捷、最有利的，
合作成本上也是最低的。

“点对点”加强周边合作

此次蒙古国之行是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主席到访的中国第七个邻国，也是
习主席上任以来继访问韩国之后再次
专程访问单个国家。

专家认为，这是中国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理念的又一次实践，也是中

国周边外交的一种新方式——“点对
点”，更加便捷、迅速、务实。

“因为是邻国，所以有距离和时间
上的便利。今后这种外交方式会经常
出现，就像走亲戚一样，有时间就走一

趟。”曲星说。
郝时远认为，这种单独访问一个国

家的外交新方式，一方面表明对访问的
重视程度，“如此单独、专向的访问将对
推进两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
面，经过65年发展，中蒙合作达到目前
的规模，“也需要双方领导人、社会各界
为未来扩大合作交往进行一次专门的
外交接触”。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在蒙古国国
家大呼拉尔演讲中表示，中国愿意为包
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
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
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
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
远’。”

曲星认为，习主席的话十分诙谐，
巧妙间接地回应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前
一阵指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搭便车”
的言论。

“大国经济发展了，给别国提供便
利和公共产品是大国应有的气势和心
态，而不是斤斤计较。”曲星说，习主席
的话也阐释了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
外交理念，“所谓惠，就是要给别人提供
发展实惠，意味着提供搭车的机会。”

记者 白洁 郝亚琳 刘华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一次“走亲戚式”的访问
——专家解读习近平主席蒙古国之行

8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陪同下前往乌兰巴
托市郊观看那达慕。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额勒贝格道尔吉夫妇观看表
演。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至22日对蒙古国
进行的国事访问，不但促进了中蒙之间的双边合
作，也将推动中蒙俄之间的三方合作。中蒙元首
签署的联合宣言提到，双方支持蒙方倡议的中蒙
俄三国举行领导人会晤，进一步加强三方磋商机
制，推动三国合作。

专家指出，与中国腹背相依的蒙古国也是俄
罗斯天然的合作伙伴。中蒙俄三国开展互利合作
具备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地利

中蒙俄是欧亚大陆上三个面积最大的近
邻。中国与蒙古国共享 4700 多公里边界，与俄
罗斯边境线绵延 4300 多公里。特殊地理地缘
为三国乃至东北亚跨境区域合作提供了“地
利”之便。

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土地广袤、资源
丰富，有“人类21世纪的自然资源宝库”之称，然而
其深处欧亚大陆腹地，人烟稀少，发展较为滞后。
三国发挥“地利”优势，积极推动互联互通、多边贸
易，合作开发矿产和能源资源，不失为多赢之举。

人和

回顾中蒙俄近 20 年来的相互关系，不难发
现，在中蒙政治关系不断提升、经贸关系持续
发展的同时，俄蒙双边关系也在不断跨越，经
济合作日趋向好。三国互为战略伙伴，运行良
好的三向互动是促进区域合作与地区安全的

“人和”因素。
从国家内部层面看，“人和”对于开展多边合

作同样重要。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智库——俄著名
咨询公司 HEADS 副总经理尼基塔·库里科夫认
为，在与中国签下天然气供应大单之后，俄罗斯更
需要扩大自己的“朋友圈”，以利于在油气管线过
境方面开展可靠合作。而蒙古国政治经济发展稳
定，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天时

中蒙经贸合作与蒙俄经贸合作的起点不同，
合作领域各有侧重，互补性强，合作空间非常广
阔。

中蒙经贸合作从边境口岸贸易开始，经过20
年的跨越式发展，已经形成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
施建设、金融合作“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经贸合
作思路。中蒙贸易额从2002年的三亿多美元激
增至2013年的60亿美元，对华贸易已占蒙古国对
外贸易总额一半以上。过去10年，中国一直是蒙
古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国。

中国内蒙古社科院俄罗斯与蒙古国研究所副
所长范丽君指出，蒙古国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关
系继承了其与苏联的“经济遗产”，因此，蒙古国许
多具有国家经济战略意义的铁路、矿业和能源企
业都是与俄罗斯合资经营。换言之，蒙古国传统
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众多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
必须借助俄罗斯的技术和人力资源。

范丽君认为，从合作现状来看，中蒙经贸合作
在“量”上占有优势，俄蒙合作项目“质”的优势明
显。这种“量”与“质”之间的契合点为三国合作提
供了广袤空间。中蒙双边利好的合作关系不仅能
促进俄蒙经济合作，同时也将为三国之间的跨境
合作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作为东北亚区域内三个
重要经济体，中蒙俄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区域经济
发展“建功立业”。

记者邱夏（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中蒙俄合作：
“家门口”谋共赢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