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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涉案财产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金江农场一条街东面第9栋1房产（房产登记号：12040327
号，建筑面积：500.80m2），参考价：110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1、拍卖时

间：2016年7月14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1-2
层拍卖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7月
13日17: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7月12日17:00前到帐
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90000396；6、缴款用途须填
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
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23906
13976111340；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2号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60715期）

受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 年7月15日10:
00在我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1、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278号海口宝
景度假花园 12层 1335号房产（证号：HK241995 号，建筑面积
63.5m2，拍卖参考价：66.33万元）2、位于三亚市三亚湾路海坡度假西
区 566号房产（证号：三土房（2011）字第 012092 号，建筑面积：
57.11m2，拍卖参考价：74.97万元）。以上标的竞买保证金均为20万
元。标的展示日期：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 2016 年7月13日止，有意
竞买者，请于2016年7月13日17：00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公司
了解详情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标的说明：1、标的
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相关税、费都由买受人承担；2、请上述标的物
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和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
场，参拍的需办理竞买手续，缺席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拍卖公司地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三层，联系电话:0898-
68538825 18789338111，法院监督电话：0553-5888088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20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万华
路8号江南花园地下室1045.89m2房产（产权证号为：房证字第37573号）
中符合规划用途的（现状）1-15号和22号共16个车位的产权，整体拍卖参
考价：106.4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1、拍卖时间：2016年7月19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
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3、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至2016年7月18
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至2016年7月15日
17：00止（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
法 院 ；开 户 行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账 号 ：
1009454890000236。6、缴款用途处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120号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本次拍卖标的按规定限定本
小区的业主购买，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
31651618 13637647779；法院监督电话：66700691

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有服务器设备项目向社会公开招

标。报名单位须具有相应的经营资质和一定的经

营规模，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请符合条件并有意

竞标的单位于2016年7月 4日下午五点前到我单

位报名，报名时请携带单位介绍信（或法人授权委

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原厂

的授权书和服务承诺函。

联系人：符先生

电话：66810802；18976267576

二、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三、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
业法人，注册资金不少于3000万元，竞买申请人只能单独申请参加
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申请。2、企业具有碎石加工和矿业开采经营
范围。3、参与海南省采矿权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的竞买人，受到
省、市（县）国土资源部门禁止参与竞买处罚且期限未满的，不得申请
竞买。4、在我局整顿和规范采矿秩序过程中不存在乱采、滥挖、越界
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无因未履行义务被取消竞得人资格、冒用采矿
许可证等不良行为。5、竞买人须提交《竞买承诺书》(样本见《挂牌出
让手册》)。6、须按要求缴纳竞买保证金。7、遵守采矿权出让相关法
律法规。四、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1、有意竞买者可到省政务服务
中心二楼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海口市琼山区两宗建筑用玄武岩矿
区采矿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该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2、
竞买申请时间：2016年6月28日上午8:30至2016年7月18日下午
16:30（北京时间，下同）。五、竞买资格审查与确认。经审查，竞买申
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的，在2016
年7月19日下午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挂牌时间及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16年 7月 20日上午8:30;2、挂牌截止时间：
2016年8月3日上午10:00;3、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
30和下午14:30至17:30（工作日）；4、挂牌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
号会展楼2楼（省政务服务中心旁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3室。七、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1、矿业权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因
素变化、政策法规变化等风险，竞买人在竞买前应当预见到有一定的风

险，在竞得后须自行承担风险所带来的损失。2、涉及到林地、土地使
用、安全生产、水土保持等有关事项，由竞得人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
行。竞得人须在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与矿区土地权
益人签订合法土地租赁合同，确保采矿权于挂牌成交之日起1年内开
工。3、为促使竞得人尽快投入生产，在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后,龙塘
镇新民农场建筑用玄武岩矿区东段采矿权竞得人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65万元，龙塘镇新民农场建筑用玄武岩矿区西段采矿权竞得人需缴纳
履约保证金100万元。4、根据“谁开采，谁治理”原则，竞得人应按制定
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进行具体实施，土地复垦及环
境保护恢复保证金按制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预算
缴交，费用按每年预算土地复垦及环境保护恢复费计，不足一年的按照
一年计。5、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琼山分局定于2016年7月1日组织矿区
现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买者请于当日上午9:00时前到该局集合（地
址：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文庄路26号（老政府大院），电话：0898—
65800556，联系人：陈先生）。6、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
变更公告为准。7、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
买申请。八、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 65236087 65303602。
联系人：陈女士 李先生。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
cn。http://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琼山分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6年6月28日

采矿权名称

龙塘镇新民农场建筑用
玄武岩矿区东段采矿权
龙塘镇新民农场建筑用
玄武岩矿区西段采矿权

备注

矿区地址

海口市琼山区
龙塘镇玉里村
海口市琼山区
龙塘镇玉里村
（1）出让年限自登记发证之日起计算；（2）成交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充抵采矿权出让金，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
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不计利息;（3）拐点坐标详见《挂牌出让手册》

资源储量
（万立方米）

130.45

239.62

矿区
面积(亩)

298.6

448

开采规模
（万立方米/年）

30

40

出让
年限（年）

5

5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30

20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0

180

拐点坐标（西安80）
编号
J1…
J10
J1…
J6

x
2204143…
2203778
2204205…
2203873

y
37436877…
37436905
37436191…
37436184

海口市琼山区两宗建筑用玄武岩矿区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试行）》、《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海

口市国土资源局琼山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海口市琼山区辖区内2宗建筑用玄武岩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琼山分局
委托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公告
海南博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销售其开发

的海南博亚熙岸高尔夫公寓二期项目与购房者存
在未结债权债务问题，特委托我司核实与协调处理
其与购房者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为此，望各位购
房者于2016年7月31日前，与我司进行对接。

特此公告。
公告单位：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发展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联系方式：连志梅0898-67487999

受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
开拍卖：海南省三亚市凤凰水城A区综合楼一栋235号房,建筑面积:
44.67m2,(产权证号：三土房(2013)字第15066号)，参考价：532500元，
竞买保证金:10万元。

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7月20
日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路49号中衡大厦17层拍卖
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7月
14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6年7月12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
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商银行海口市金贸支行；银行账号：
2201020909200106153；6、缴款用途须填明：(2015)绥执字第290-2
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
拍卖，过户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23808、13307551678 吴女士

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绥法[2016]法技字第35号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靳
若城）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27 日表示，
《中俄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中的立
场正本清源，有助于国际社会认清某些
国家自导自演的南海“仲裁”闹剧的真
面目。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普
京总统此次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外长签
署发表《中俄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明》。
两国专门就国际法问题联合发表声明，
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发表这个《声明》的
背景是什么？是不是与菲律宾南海仲裁

案有关？
洪磊说，在当前国际秩序演变、全

球治理体制变革的背景下，推动国际
法治、追求公平正义已成为国际潮
流。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
理事国，在维护和促进国际法方面负

有共同责任。
他说，此次两国发表《中俄关于促进

国际法的声明》，体现了两国对国际法的
坚定承诺，彰显了两国继承、创新和发展
国际法的积极作为，也表达了两国在和
平解决争端等方面的共同关切，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洪磊说，关于和平解决争端，《声

明》强调指出，“各国应本着合作精神，
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善意使用争端解
决方式和机制，不得滥用这些争端解决
方式和机制而损害其宗旨”。关于《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声明》也强调指
出，“不能破坏《公约》所建立的法律制
度的完整性”。

洪磊表示，这些立场正本清源，有助
于国际社会认清某些国家自导自演的南
海“仲裁”闹剧的真面目。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俄声明有助认清南海“仲裁”真面目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这句古语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
没有诚信，说话不算话，那就不
知道他还能做什么了。

人与人之间如果要保持良
性、长久的交往，诚信是一条基
本原则。这条原则放到国与国
之间的相处，也同样适用，那也
就是：国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但是，我们在菲律宾提起的
南海仲裁案中，看到了这种赤裸
裸的“国而无信”。从国际法层
面来看，南海仲裁案违反相关的
国际法规定，中国不接受、不参
与是完全正当的，是尊重、维护
国际法权威的做法。而即使从
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原则而言，提
起和推进南海仲裁案的做法，也
明显违背基本的外交关系原则
和政治常识。

中国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
东盟诸国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各方承诺由直接
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
和 谈 判 解 决 领 土 和 管 辖 权 争
议。2011年，菲律宾曾与中国发
表联合声明，双方重申尊重和遵
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然而，
2013年菲律宾不顾中方反对，单
方面向仲裁庭提起有关南海争
议的仲裁。

商 定 的 事 情 必 须 得 到 遵
守 ，这 是 基 本 的 国 际 关 系 常
识。因此有国际法专家及国际
外交界人士指出，单从菲方违
背诚信的做法而言，对菲就应
当适用“禁止反言”的原则，要
求菲方不能无视在《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中的承诺而将纠纷
诉诸仲裁。

在仲裁庭方面，撇开国际法
方面的具体是非先不论，其明知
菲方违背诚信，却仍然推进仲
裁，无疑是为背信弃义的做法背
书，将在相关国际法体系中造成

“恶法”先例，损害国际关系的

良性发展。
就某项争议提起仲裁，本应

是为了裁决纷争，从而平息争
议。而如果某个仲裁案的发起
及其裁决结果，不仅不能平息纷
争，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而是
更可能搅乱局势，让争议更加复
杂化，进而损害包括当事国在内
的各方的利益，那么这样的仲
裁，其基本的法律伦理和合法性
何在？而眼下的南海仲裁案，正
是这样一个案例。

作为全球半数贸易的必经
之路的南海，其和平稳定的重
要性不言自明，南海争端应该
通过政治途径双方协商进行解
决，而不是让缺乏正当性的司
法解决造成争端加剧，增加南
海的不稳定。荷兰乌特勒支大
学法学院教授兹瓦特就指出，
国际司法机构应将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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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海争议中，我们还看到
更多违背基本伦理和常识的行
为，比如撒谎。菲律宾前政府曾
一直声称菲中就南海争议进行
了 50 余次谈判，未能解决争端，
只得提起仲裁。而直接负责中
菲有关谈判事务的菲方前外交
官员就直斥这是“撒谎”，因为
事实是中方一直试图和菲方谈
判，但菲方一直没有回应。

菲律宾候任外长日前表示，
愿同中国就南海问题举行双边
对话。这是值得欢迎的动向。

我们真诚希望，菲律宾莫要
做“不知其可”的国家，而是成为
让 别 国 可 以 信 任 和 尊 重 的 国
家。我们也希望，仲裁庭和有关
域外国家，除了维护国际法的尊
严，所言所做不要偏离基本伦理
和常识。

记者 郑汉根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柬埔寨奉辛比克党主席诺罗敦·拉那
烈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赞赏
中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认为非相
关国介入南海问题会使局势复杂化。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
无可争辩的主权，最早并持续对南海诸
岛实施主权管辖。而菲律宾自20世纪
70年代起，非法侵占中国南海部分岛礁，
并对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

对此，拉那烈说，“美国和西班牙就菲律
宾独立进行谈判时，达成的协议没有把菲律

宾现在想要争取的岛屿列入谈判范围”，菲
律宾的边界线没有囊括这几个岛屿。

菲律宾单方面提请仲裁后，仲裁庭
裁定其对菲所提部分诉求拥有管辖权，
并将其余诉求的管辖权问题保留至案件
实体阶段一并审理。对此，中国强调，菲
律宾提请仲裁事项超出《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下称《公约》）的解释或适用范围，
菲律宾单方面将南海争端提交强制仲裁
违反国际法，中国对此不接受、不参与。

拉那烈表示，菲律宾是单方面行动，

“我们不支持”菲律宾这一行为。他说，
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下称《宣言》），提出同有关国家通过谈
判和平解决问题。“要解决南海争端，唯
一的办法就是有关国家进行谈判。”

拉那烈说，他“赞赏中国通过和平方
式解决问题的立场”。他同时还表示：

“奉辛比克党对中国本着维护和平原则
所做出的行动表示赞赏。”他说，中菲曾
就南海问题签署过多个文件，包括2002
年在柬首都金边签署的《宣言》。作为签

字国，“在采取单方面行动之前，应该先
履行这个《宣言》”。

一些区域外的非涉事国热衷介入
南海问题，甚至持续向南海派遣军机和
军舰，并在菲律宾提请仲裁后到处游
说。拉那烈对此明确表示，菲律宾人自
己也说过，区域外的国家和与纠纷无关
的国家不要干涉这个问题，“外国干涉
不仅没有推动问题顺利解决，反而使局
势复杂化”。

记者薛磊（新华社金边6月27日电）

支持中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
——访柬埔寨奉辛比克党主席拉那烈

来自亚洲、非洲及欧美国家的30多
名国际法学者26日齐聚荷兰海牙，就南海
仲裁案及其对国际法治的影响举行学术
研讨会。与会专家对仲裁庭裁决的合法
性提出普遍质疑，对强行推进南海仲裁给
国际法治造成的伤害发出警告，呼吁国际
法学界正确、全面、完整地理解《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简称《公约》），推动南海争端通
过直接协商谈判这一更合理、更有效、对
当事方和国际社会更有利的方式来解决。

所谓仲裁
“诡异之处颇多”

在这场由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
研究院和荷兰莱顿大学格劳秀斯国际法
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美国国
务院前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费尔指出，
中国已按照《公约》规定将海域划界等争
端排除强制仲裁，中国拒绝菲律宾将南
海争端提交仲裁有坚实的法律依据，被
强行推进至今的南海仲裁“极不明智”。

英国外交部前法律顾问克里斯·沃
默斯利指出，仲裁庭未能在基于事实的
客观基础上判断菲律宾诉求所掩盖的真
实争端。他说：“海洋地物的地位与领土
主权和海域划界密切相关，而仲裁庭没
有认识到南海问题的根本性争议是主权
问题，对南海海洋地物地位的判定，只有
在相关主权问题解决后才可能给予合理
的解答。”

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法律研究所教授
高圣惕指出，南海仲裁“诡异之处颇多”，
菲律宾精心包装的诉求看似单纯，实际
上蕴含着极其险恶的用意，是以打压中
方行使主权、伸张菲方主权主张为目标；
而仲裁庭却装聋作哑，将明显不是《公
约》适用、已被中方排除强制解决程序的
争端送入实体审理阶段。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首席专家易
显河指出，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无视对中
国有利的已有判例，荷兰籍仲裁员松斯和
法国籍仲裁员科特不做解释就改变他们
曾经发表过的对中国有利的观点，违背了
国际法治中“法律一贯性”的重要原则。

强制仲裁
对争端解决有害无益

曾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主席的拉
奥·佩马拉朱指出，菲律宾试图绕过中国政
府2006年作出的将划界等争端排除强制
仲裁程序的声明，要求仲裁庭就南海个别
岛礁的海洋权利作出裁决。仲裁庭即便作
出裁决，也仅仅是“真空中抽象的学术操
练”，对南海争端的解决并无实际价值。

现年74岁的拉奥曾任国际刑事法院
法官。他对记者说：“仲裁庭对主权和划
界问题无权管辖，仅仅判断个别岛礁的海
洋权利，就好比空谈一件物品到底是什
么，却不能判断这件物品归谁所有，这样
等于没有裁决。倘若仲裁员就该物品的

归属作出判断，那又证明了他们越权。”
在高圣惕看来，菲方称将与中国争

端的特定部分提呈司法解决有助于两国
南海复杂争端的解决，这是在误导舆
论。菲单方面强行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不
但不利于缓解南海冲突，反会加深两国
人民间的误解，破坏中国与南海周边国
家间的相互信任。

索费尔指出，菲律宾和美国指望通
过强制仲裁改变中国立场“纯粹是妄
想”。事实上，菲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
已迫使中方不得不采取更坚决的主权表
态和主权行为。

莫让国际法治遭受重创

对于南海强制仲裁对国际法尤其是
《公约》造成的严重伤害，索费尔深表担
忧。他说，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本应尊
重国际条约自身的限制和主权国家的保
留，而仲裁庭却宣称对菲律宾“人为制
造”的诉求拥有管辖权，这已破坏了国际
司法和仲裁机构的可信度。南海仲裁的
现实后果不仅严重侵犯有关各方的实际
利益，甚至可能产生更糟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柳华文同样指出，整体和长远地看，不合实
际、不符合国际法及其适用范围的事情，对
所有国家都不利。他说，今天菲律宾单方
针对中国滥诉，明天同样的强加于人就可
能发生在其他国家间；今天仲裁庭作出不

符合事实和法律的裁决，明天同样的错误
就可能出现在其他的领土或海域纠纷中。

国际法院前法官阿卜杜勒·科罗马告
诉记者，国家同意对强制性仲裁来说必不
可少，《公约》的强制性仲裁及其他强制程
序均应严格建立在国家同意基础上。科
罗马是1973年至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
海洋法会议的非洲代表团团长，正是这一
有160多个国家参与历经9年的会议最终
产生了《公约》。他说，南海仲裁庭必须首
先保证其管辖权不存在任何疑问，才能进
入实体问题审理，否则裁决不可能有效。

协商谈判才是正道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方所主张的
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立场
才是正道。索费尔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
的边界争端解决过程为例，说明强制程
序并不是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更不是
唯一和首选途径。他说，美国和加拿大
自 1812 年战争以后存有 10处边界争
端，两国对过于复杂、牵涉太多因素的争
端坚持通过协商解决。

索费尔说，美国过去不曾、将来也不
会将类似菲律宾诉求的争端提交国际仲
裁，但近期却反复要求中国遵守仲裁庭
裁决、支持所谓“法治”。美国应回到中
国所主张的正确轨道，敦促菲律宾返回
谈判桌。 记者刘芳 甘春

（新华社海牙6月27日电）

多国专家学者强烈质疑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新华国际时评

南海仲裁案，
菲律宾的国家信用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