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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厦花园一期位于临高县市政大道，第二标段拟开工建设8栋
16至18层住宅楼，面积共80000㎡。诚招有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土
建、造价咨询、监理单位洽谈投标事宜。

报名时间:2016年6月18日至30日。
报名资料:公司法人委托书，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施工许可

证等有关证件,公司画册，工程业绩表，特别是同类项目，投入本项目
的管理班子成员名单及职称情况，带原件核对后当时退回，以上内容
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核对后留在楼厦公司。

电话：13307686036。杜先生

海南楼厦实业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8日

工程招标公告

注销公告
根据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驻法执字第52-

6号《执行裁定书》及（2010）驻法执字第52-6《协助执行通知

书》，将被执行人三亚泰鑫实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吉阳区红

沙社区三土房（2002）2100号《土地房屋权证》项下的房地产过户

到三亚凯利投资有限公司名下。现公告注销三亚泰鑫实业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市吉阳区红沙社区 12-23- 26 号宗地

16969.0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同时公告注销三亚泰鑫实业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三土房（2002）2100号《土地房屋权

证》证本原件。

特此公告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6年6月17日

采购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二、招标内容：食品级盐酸

详见采购招标公告（网络版）：《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网

站（http://www.haikouwater.com）。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6月20日至2016年6月24

日，每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00

分（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6号水务大楼303室

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人代码证、法人委托

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的资料（收

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详见水务集团网站），并购买招标文件，招

标文件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四、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及《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haikouwater.com）上发布。

五、联系人及电话： 黄先生、张先生 0898-66269665

优秀企业40家：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华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汉地阳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中信地产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华润水泥（昌江）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海南昌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海韵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鸿洲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嘉地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魏盛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煜煜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美裕营销有限公司
共享钢构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企业家10名：
逯 鹰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张敬奎 海南华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天民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总经理
王光兴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吴 敏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朱 林 海南美亚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 星 中信地产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
邱苏浩 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裁兼海南大区总经理
周勤富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洪江游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海南省企业联合会
海南省企业家协会

海南省总工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海南省第八届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评审结果公示
根据省政府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次省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的规定，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会同省总工会开展了省第八届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无异议将进行表彰。公示期：2016年6月20日至24日，电

话：（0898）66569335 传真：（0898）66569396。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

现状净价拍卖：位于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一线临海用地19.3亩土地
使用权 [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2015）第 005783 号]及地上
3843.66m2的建筑物（海房字第HK446577、78号）。参考价：3200万

元；保证金：3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6月29日17：00前来我公司交纳竞买

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电话：0898-68522193 13976113935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网址：www.ronghepm.com

我公司现招聘兼职会计一名（男性）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征集招标代理机构的公告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是海南省综合性投资控股公司。根据
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信誉好、综合实力强、工作
质量高、有意与我公司开展业务合作的招标代理机构，建立我公司招
标代理机构备选库。本次公开征集具备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甲级
资质或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甲级资格招标代理机构。有意者请登
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hnhold.cn/）浏览详细信息，下载相应
表格，按要求填报并将相关资料于2016年6月30日前发送至我公
司邮箱（mgtb@hnhold.cn）。

特此公告。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7日

公告
海南合发房地产开发公司（纳税识别号：460100620010701）

现将《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

国税稽罚[2016]2号）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自本公告之

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做出处理。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紫荆路9号国税大厦7楼
联系电话：0898-68536097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国家税务局

2016年6月20日

招标公告
我司位于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发区道辅村东门岭地段的《海药花

园一期》项目。经政府批准立项，建设规模约21万平方米，现对以下

工程项目进行招标报名：1、总包工程；2、精装修工程；3、桩基工程；4、

景观绿化施工；5、景观绿化设计；6、综合管网；7、泳池设备；8、电梯工

程；9、消防工程；10、高低压配电工程；11、人防工程；12、装修工程；

13、智能化工程；14、门窗及栏杆工程：15建筑材料供应商及与工程相

关其他合作单位欢迎有意者于（2016年6月21日-2016年6月30

日）持企业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前来报名。多谢合作！

招标单位：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

海大道延长线21公里处135号海地春天二楼成本控制部；

联系人：王小姐 13698997287 0898-32830014

根据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
海仲裁案仲裁庭可能于近期作出裁
决。海外专家学者对仲裁庭的滥权扩
权行为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
约》）规定，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公
约》所调整的范围，有关争端涉及海域
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军事和执
法活动等，缔约国有权声明不接受强
制仲裁。上述被一国排除的争端，其
他国家不得提起，仲裁庭也无权管辖。

有专家指出，菲律宾的每一项诉求
都与主权和海域划界密不可分，都在中
国声明的排除事项之列。南海仲裁庭
的组建、运作以及裁决的约束力没有法
律依据，仲裁庭强行推进相关程序是对
国际法的公然践踏，影响恶劣。

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公法副教授、国
际海洋法专家安东尼奥斯·察纳科普洛
斯认为，仲裁庭在管辖权、主权、案件可
受理性和中方所提排除性声明等一系
列重要问题上，没有给出充分的、令人
信服的解答。仲裁庭没有讲清楚菲律
宾所提的仲裁事项为何可以越过中方

作出的排除性声明，该案中的仲裁事项
为何与主权无关？“在我看来，这些事项
关乎主权。”他说，“国际法最好被用作
化解争议的工具，而不是被利用来激化
矛盾、制造更多的分歧。”

美国休斯敦大学东亚政治及社会
科学系终身教授李坚强认为，南海仲
裁案所诉内容全部涉及主权、划界与
军事，而中国已作出排除性声明。仲
裁是对中国在南海主权的侵犯，也违
反《公约》的宗旨。“仲裁势必会导致南
海局势进一步升级，也将给菲律宾一
个错误的信号，那就是其对南海的领
土声索有所谓国际社会的支持，也将
会导致菲律宾拒绝中国提出的进行双
边和平谈判的要求。”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
分校教授格雷格·奥斯汀说，南海问题
明显包含两个层面的争议，一是关于
主权和领土方面，二是关于海洋权利
方面，而《公约》只对后者有裁决权。
众所周知，中国就该《公约》进行了排
除性声明，排除强制仲裁程序适用于
涉及海域划界等方面争端。将这两个
层面的争议混合起来仲裁，是一种危
险的组合。

德国波恩大学国际法专家斯特

凡·塔尔蒙说：“仲裁庭的决定并不会
使南海争端的解决变得更加容易。我
认为，裁决甚至会对问题的解决产生
不利影响。”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法学院教授汤
姆·兹瓦特说：“国际司法机构要维持
其合法性，必须技术性地将中立、客观
的法律原则适用于事实。面对不宜司
法解决的争端，法庭应该避免作出裁
决。南海争端正是这样一个案例。”他
对新华社记者说，“我认为仲裁庭的裁
决应该是‘本庭无法裁决此案，请有关
各方尽最大努力协商解决’。”

柬埔寨东盟教育中心主任约瑟夫·
马修斯认为，菲律宾的单方面行动违反
了仲裁程序的基本原则，企图滥用仲裁
程序获得恶意裁定。仲裁庭不应允许
菲律宾的行径得逞，否则将创造一个危
险的先例，破坏《公约》的整体性。

埃及赫勒万大学埃中研究中心主
任亚西尔·盖达拉赫说，仲裁需要双方
都在场，仲裁结果只有在双方都同意执
行的情况下才有约束力。他说，中国早
在2002年就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
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应
当是彻底解决南海问题的政治框架。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仲裁庭滥权扩权影响恶劣
——海外专家学者质疑南海仲裁

热点连线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19日就印尼海军
舰船袭扰枪击中国渔船渔民事答记
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18日印尼海
军发言人称，印尼海军舰船当日在纳
土纳群岛海域扣押1艘非法捕鱼的
中国籍渔船和7名中国渔民，其间还
进行过警告性射击。请中方对此予
以确认。

华春莹说，中国渔船17日在南
海中国西南传统渔场正常作业时，遭
多艘印尼海军舰船袭扰和枪击，造成
中国渔船受损，1名船员中弹受伤，另
外1艘渔船和船上7名人员被印尼方
抓扣。

她说，接到消息后，中方紧急派
遣在附近执法的海警舰船赶赴事发
海域保护渔船渔民，营救伤员，并通

过外交渠道向印尼方提出强烈抗议
和严正交涉。

18日晨，我受伤船员已紧急送
至海南省当地医院救治，目前伤情得
到控制。

华春莹表示，事发海域为中国
渔民的传统渔场和中印尼双方海洋
权益主张重叠海域。

华春莹说，印尼军舰滥用武力，
袭扰枪击中国渔船，侵害中国渔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违反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
法，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
方对此种滥用武力的行为强烈抗
议和谴责。

“中方敦促印尼方不再采取使争
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
的行动，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海上
渔业问题。”华春莹说。

印尼海军舰船袭扰枪击中国渔船渔民
1名船员受伤，1艘渔船和7名船员被抓扣

中方提出
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

我受伤船员已紧急送至海南省当地
医院救治，目前伤情得到控制

针对当前一些广电机构过于依赖境外节
目模式，原创节目比例较小、精品不多、影响
不大、动力不足等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大力推动广播电视
节目自主创新，不断研发生产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优质节目，尤其
特别注意提高晚间时段自主原创节目播出
比重。

这份《关于大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
创新工作的通知》说，只有具有中华文化基
因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
创新节目，才能更好地承载中国梦主题、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才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
国精神。

通知要求，支持鼓励自主原创节目，各广
播电视机构要把节目原创作为自主创新工
作的核心，特别注意提高晚间时段自主原创
节目播出比重。总局将在创新创优节目评
选、宣传推介和进入黄金时间等方面优先考
虑自主原创节目。

就做好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备案工
作，总局从备案程序、联合研发、数量调控、时
间点等方面提出要求：

——上星综合频道播出引进境外版权
模式节目（包括当年新引进和往年引进的
节目），均需提前两个月向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备案，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核同意
后，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未完
整履行备案程序的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
不得播出；

——与境外机构联合研发、邀请境外人
员担任主创人员或境外人员在节目制作中
发挥主要指导作用的节目，如中方未取得
完全知识产权，视同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
目管理；

——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年在 19：
30—22：30开播的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
不得超过两档。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
年新播出的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
过 1 档，第一年不得在 19：30—22：30 之间
播出；

——7月1日起，新开播的引进境外版权
模式节目，如未按通知要求备案或未如实备
案，一经查实该节目立刻停播，该频道下一年
内不允许播出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

根据通知，“920”时段成为推动自主创
新的重要基地。在不同主题不同领域开发
多样态、差异化的节目，力求电视荧屏丰富
多彩。同一档真人秀节目，原则上一年内只
播出一季。娱乐类节目要注意不得过度安
排重播。总局将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思路，
对“920”时段节目加强调控，防止类型集中
和雷同重复。 记者 周玮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专电）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
提高晚间原创节目比重

同一档真人秀节目
一年内只播出一季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6月19日电
（记者霍小光 李建敏 骆珺）19日上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
参观河钢集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
钢厂。

习近平抵达时，塞尔维亚总统
尼科利奇、总理武契奇在停车处热
情迎接。钢厂工人和家属、当地市
民数千人夹道欢迎。

习近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习近平指出，中国同塞尔维亚传
统友谊深厚，彼此怀有特殊感情，值
得我们倍加珍视。在中国改革开放

初期，塞尔维亚人民的成功实践和经
验曾经为我们提供了难得借鉴。今
天，中塞企业携手合作，开启了两国
产能合作的新篇章。这既是对两国
传统友谊的延续，也体现了双方深化
改革、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决心。中
国企业一定会与塞方同行精诚合
作。我相信，在双方密切合作下，斯
梅代雷沃钢厂必将重现活力，为增加
当地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
塞尔维亚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走的既
是一条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之路，也

是一条互利共赢、共同繁荣之路。
中方期待同塞方继续打造更多合作
大项目，使中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

塞方领导人在致辞中表示，河
钢斯梅代雷沃钢厂是塞中传统友
谊的又一见证。斯梅代雷沃钢厂
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最终
在同伟大、友好的中国合作中找到
了重新激发活力的希望，揭开了新
的历史一页。塞中这一合作项目
不仅将为塞尔维亚当地带来5000
个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水

平，还将为塞中更广泛合作开辟新
的前景。

两国领导人共同参观钢厂。高
大宽敞的热轧车间内，机器轰鸣，热
汽蒸腾，生产线上各种轧钢锻材不时
呼啸而过。习近平不时驻足参观产
品，并登上中控室，详细询问工艺环
节，了解生产情况。

随后，习近平在塞方领导人陪
同下，来到员工食堂同工人交流互
动。习近平高度评价中塞人民的传
统友谊，勉励工人们努力开拓，提高
钢厂综合竞争力，使钢厂合作项目

早结硕果，惠及当地人民。
斯梅代雷沃钢厂成立于 1913

年，是该地区知名的百年老厂。今
年4月，中国河钢集团投资该厂，使
其摆脱经营危机，重现活力。

参观钢厂前，习近平抵达阿瓦
拉山纪念碑公园，向塞尔维亚无名
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并在纪念簿
上留言。

同日，习近平还出席了尼科利
奇、武契奇共同举行的午宴。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上述活动。

习近平参观河钢集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