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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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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海
口市城西路南侧804.60m2、854.13m2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
号分别为：海口市国用（2007）第003360号、003364号]，拍卖参考价：
78.5575万元，保证金：3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
时间：2016年7月22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
大厦508室；3、标的展示及办理手续时间：至 2016年7月21日17:00
止，逾期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保证金时间：2016年7月20日17:
00前（以到账为准）；5、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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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帐号：
1009454890000371；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7
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
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66243059
传真：0898-66242489；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2016）第17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博义盐灶八灶
片区棚改项目中的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拍卖方式整体出让，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拍卖出让的用地属博义盐灶八
灶片区棚改项目中的三宗地，总面积71557平方米，三宗地的面积、用途
和出让年期分别为：地块Y-01，面积48307平方米，用途城镇住宅（含不
大于17%商业），其中城镇住宅出让年期为70年，商业出让年期为40年；
地块Y-10，面积14948平方米，用途城镇住宅（含不大于19%商业），其
中城镇住宅出让年期为70年，商业出让年期为40年，属安置区用地；地
块Y-12，面积8302平方米，用途城镇住宅（含不大于18%商业），其中城
镇住宅出让年期为70年，商业出让年期为40年，属安置区用地。根据市
规划局《关于用地规划条件的复函》（海规函〔2016〕1494号）提供的规划
意见：地块Y-01的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商住用地，容积率≤4.0，建筑密
度≤45%，绿地率≥20%，建筑高度≤100米；地块Y-10的规划用地性质
为居住/商住用地，容积率≤4.4，建筑密度≤40%，绿地率≥10%，建筑高度
≤100米，配套安置五个公庙；地块Y-12的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商住用
地，容积率≤5.5，建筑密度≤40%，绿地率≥15%，建筑高度≤100米，配套
安置一个公庙；Y-10、Y-12地块为安置区用地，停车位Y-10、Y-12整
体统筹考虑。其他规划条件及要求详见海规函〔2016〕1494号。拍卖起
叫价为76380万元。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但在海口
市行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企业自身原因造成）或有拖欠土地
出让金外的除外。竞买人应提交Y-10、Y-12地块的设计方案和安置
方案、设计方案和安置方案满足龙华区政府拆迁安置要求，通过了龙华
区 政 府 初 审 的 意 见 。（龙 华 区 政 府 联 系 人 劳 宜 兴 ，电 话
13976097689）。非海口市自然人、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应在竞得土地后3个工作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
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三、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

币700万元的整数倍。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
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政
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并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
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16年7月11日至2016年7月25日16:00整
（北京时间）。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46098万元人民币。六、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经审查，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6年7月26日
16: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
2016年7月27日16:00整（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举办。七、其它注意事项：1、本次拍卖
出让的71557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按现状条件
交地。竞得人应在交地后1年内动工，3年内完成项目建设。竞得人需
按龙华区政府要求对Y-10、Y-12安置区用地进行开发建设，并按约
定的价格将安置回迁房交付给回迁户；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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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成交价的
10%。土地出让金应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
内一次性付清；3、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
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4、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缴交凭证及完税证明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5、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八、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该手册所
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九、联系方式：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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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2016）第18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市红城湖片区
棚改项目中的二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拍卖方式整体出让，现就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拍卖出让的二宗土地属红城湖
片区棚改项目用地范围，总面积50461.32平方米，二宗地的面积、用途
和出让年期分别为：

地块D11-1，面积30138.8平方米，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年
期为70年；

地块D12，面积20322.52平方米，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含商业用
地，其中住宅用地不大于70%。城镇住宅出让年期为70年，商业出让
年期为40年。

根据市规划局《关于用地规划条件的复函》（海规函〔2016〕1503
号）提供的规划意见：地块D11-1的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容
积率≤3.5，建筑密度≤30%，绿地率≥35%，建筑高度≤120米；地块D12
的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商业混合用地，容积率≤4.0，建筑密度≤35%，
绿地率≥25%，建筑高度≤120。其中住宅用地不大于70%。其他规划
条件及要求详见海规函〔2016〕1503号。拍卖起叫价为81000万元。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但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有
闲置建设项目用地（企业自身原因造成）或有拖欠土地出让金外的除
外。非海口市自然人、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
后3个工作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
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500 万元的整数倍。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并按拍卖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
时间：2016年7月 11日至2016年7月25日16:00整（北京时间）。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81000
万元人民币。

六、资格确认、拍卖时间及地点：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6年7月26日16:00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2016年7月27日
16:00整（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
地交易大厅举办。

七、其它注意事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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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买保证
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出让金应
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一次性付清；2、本次
拍卖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交地后1
年内动工，3年内完成项目建设。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
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
有关管理规定；3、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
地登记手续；4、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
定收取。

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手册》，该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九、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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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海事法院变卖公告
（2016）琼72执4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向守军与被执行人许松炎、海南锋达
彩印有限公司（下称锋达公司）、海南兆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借款
纠纷一案过程中，依法对被执行人锋达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南省海
口市秀英区港澳大道兴业路8—1号厂房内型号为KBA162a-4德
国高堡印刷机一台进行了两次公开拍卖，均流拍。现决定对上述
财产进行公开变卖，特此公告如下：一、变卖保留价：210万元。二、
变卖期限：自本公告在海南日报刊登之日起60日内。三、变卖方
式：上述财产按现状实行变卖。在变卖期限内，按照先报名先得的
原则处理，受买人须向本院递交承买申请书，并于递交承买书之日
起三日内付完全款。如同日内有两人报名买受的，实行竞价方式
按价高者得的原则处理。

二O一六年七月四日
本院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74号 联系人：曾建华 电话：

（0898）66160110

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南省乐东监狱（地址：海南省乐东黎

族自治县九所镇）
二、招标项目：大米。所供大米非转基因大米、符合国

家相关检验标准。
三、报名人资格要求：投标人需具备法人资格，有与本

项目相应的生产经营和卫生许可证等证照。
四、报名时间：登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到海南省乐

东监狱生活卫生科报名，报名时请携带招标书、招标报价
表、工商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法人身份证等原
件、复印件。

联系人：周警官
电话：85826484

海口向荣花苑（一期）（监理标）

中标公示
海口向荣花苑（一期）（监理标）于2016年07月04日在海口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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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珠江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口鲁班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建弘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6年07月05日至2016年07月07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投诉，投诉电话：0898-
68556535。

招标人：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日期：2016年7月4日

南海的平静让个别域外势力焦
虑得如坐针毡，南海的些许波澜让个
别域外势力激动得坐立不安。它们
把阿基诺三世政府推到前台，挑衅中
国，它们打着“海洋法治”之名，行搅
乱地区和平之实，意图火中取栗、实
现其政治和军事野心。

日本当局在南海问题上正在扮
演这么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东京插手南海问题意图清晰、特
征明显。

一是蓄谋已久，有备而来。早在
2012年6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
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南中国海海上安
全”年会上，时任联邦参议员约瑟夫·
利伯曼公然鼓吹，要借助多边框架甚
至让包括仲裁等手段在内的外部力
量介入南海问题。与会的日本外务
省所辖“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小
谷哲男发表“惊人之论”呼应称，他与
日美军方讨论过在南海展开“联合监
视行动”的可能性。

2012年12月，安倍政府上台。翌
年1月，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
南海仲裁案，日本当局“见猎心喜”，不
断与阿基诺三世政府眉来眼去。此后
至今，日本通过外交、舆论、法律、外

援、军事等多种手段从外围构建南海
问题“对华包围圈”；在国际会议、双边
会晤、国际论坛等各种场合见缝插针，
就南海问题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
乱。今年5月，日本借主办七国集团
峰会之利，夹带私货，“捆绑”与会领导
人，针对南海问题鼓吹所谓“海洋法治
三原则”。军事上，日本制定新安保
法，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向南海沿岸相
关国家提供巡逻监视装备和能力建设
培训，直至自卫队舰机频频现身南海
周边区域。其所作所为正在从渲染紧
张升级到制造紧张。

二是动机不良，居心叵测。在南
海问题上，安倍政权表面上打着维护
海洋“法治”的旗号，其真实动机根本
没有这么高尚。同样是那位小谷哲
男，曾在2015年撰文承认《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有些部分是相关国家妥协
的结果，存在模糊不清之处，但他同
时鼓吹日本应该通过外交等手段强
化和主导在亚洲的“海洋法治”，显然
是想按日本的角度和利益来解释和
套用“法治”。《日本经济新闻》今年2
月披露，在美军舰机频频以“航行自
由”之名侵扰南海相关水域之际，日
本政府居然还敦促美方“进一步增加

派遣舰船等的频率”。
去年9月日本新安保法通过后，

日本试图将南海作为海外派兵“试验
地”的居心也越发明晰。前自卫队舰
队司令香田洋二声称，“从确保海上交
通线安全的角度，（南海）也会直接影
响到我国，日美应制定共同应对方
针”。而日本当局最大的动机显然是
如何利用南海这张牌遏制中国。自卫
队干部出身的自民党参议员佐藤正久
公然鼓吹，要利用解禁后的集体自卫
权构建“南海防御同盟”对付中国。

日本插手南海的另一动机是“围
魏救赵”，企图借此减轻日本在东海
和钓鱼岛海域的压力，并趁机加快在
冲绳本岛及周边离岛的军事部署。

三是双重标准，自己打脸。
日本当局口口声声将“海洋法治”

挂在嘴上。然而，最近的一些动作充
分暴露了日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双重标
准：日本一面质疑南海岛礁属性，一面
却对“冲之鸟”岩礁的属性避而不谈，
且在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驳回“冲之鸟”
案后无动于衷，依然自我划设“专属经
济区”，并据此不当扣押他方作业渔船
和船员；日本一面追随美国鼓吹在国际
水域的“航行自由”，一面却对他国舰船

正常通过吐噶喇海峡等国际海峡暴跳
如雷；日本一面指责岛礁建设破坏南海
环境，一面却罔顾福岛核电站不停地向
海洋释放核污水；日本一面指责中方

“单方面”改变现状，一面却对菲律宾等
国很早以来就非法侵占南海岛礁的事
实置若罔闻；日本一面把自己树为“国
际法”标兵，一面却在伊拉克战争等严
重践踏国际法的事务中追随美国。

日本的“选择性法治”，只能说明
一点，日本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根本
动机无关符合大局的“法治”，而是如
何联美“治华”。至于日本什么时候
祭出“国际法”，怎么操弄“国际法”，
明眼人一看只能“呵呵”了。

四是罔顾前科，执意生乱。
日本与南海颇有历史渊源，然而

这更多是一种罪恶而不光彩的渊
源。早在1907年，日本政府就纵容商
人西泽吉次染指东沙群岛。1939年，
日本侵占南海诸岛，并将南沙群岛划
归已被日本殖民的台湾高雄管辖。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南沙群岛建
立了海军基地，并以此为跳板，对当
时的印度支那、新加坡和印尼等地发
起攻击。二战后，中国政府依法、公
开收复南海诸岛。

照理说，有过这样的历史前科，日
本在比照现实时，在涉及地区安全和
稳定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应该保持足够
的谦卑和自制，而不是猛刷“存在感”，
甚至重拾当年日本帝国“炮舰外交”的
历史旧梦。可以说，日本当前在南海
的这一姿态，与其战后在历史认识问
题上的不彻底、不真诚息息相关，也与
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氛围日益回归战
前的保守化思潮同出一源。

日本还口口声声称，南海是世界
贸易的大动脉，是日本的“海上生命
线”。既然如此，日本为何不多做有
助于局势稳定的事情，反而到处挑
拨，推高紧张态势？难道各国舰机的
密集游弋让南海更安全了？

除了日本，也有一些域外势力，
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对南海问题
评头论足。有些是出于对事实偏听
偏信，有些是迫于美国压力，有些是
出于对中国发展的误读误解。他们
中的大多数，相信通过增信释疑，在
了解南海问题的是非曲直后，会有
更理性更公正的看法。而对于日本
这样明显带着恶意插手南海者，恐
怕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日本想在南海扮演什么角色
——六论南海仲裁案及南海问题

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凸显了
美国的企图，那就是美国试图遏制中
国的全球和地区地位，意大利学者多
梅尼科·莫罗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如是说。

莫罗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党员、
经济学家。他说，美国企图控制中国
的全球和地区地位，以此维护美国意
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力，避免自身霸权
地位受到威胁。莫罗说，美国不希望

中国进一步发展成地缘政治主角。
这就是美国干涉南海问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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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菲
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违背国际法，仲
裁庭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中国不接
受、不参与仲裁。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书记
处6月29日称，仲裁庭将于7月12

日公布关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实
体问题裁决。

莫罗说，近几个月来，南海问题持
续升温，而美国则加强了在该地区的
军事活动。他说，在过去十年间，美国
和其他西方国家针对全球多个区域实
施“激进的做法”，对待南海问题的做
法也是他们全面激进战略的一部分。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
地位正在下滑，其他国家如中国的崛

起势必影响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美
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是他们在亚洲
地区最大的竞争对手，希望在亚洲获
取越来越多的资源，”莫罗说，美国的
对外战略重点也因此逐渐转向亚洲。

莫罗认为，美国企图与中国对抗，
但中国应该不会采取这种态度。他
说，中国有权保护自己国家利益，同时
应避免落入美国设立的圈套，不能像
苏联那样投入大量资源试图在直接对
抗中获胜。“中国应当避免上钩，”莫罗
说，在保护本国的合法利益时保持促
进国内经济增长，同时提高国内民众
的生活水平，用这种方式应对美国带
来的挑战。（新华社罗马7月3日电）

美国企图借南海纷争遏制中国发展
——访意大利学者多梅尼科·莫罗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记者
靳若城）针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菲
方首席律师表示裁决将剥夺中国
在南海主张的法律基础，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 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裁决是扩权、滥权的非法产品，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不受非
法裁决影响。

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南海仲
裁案菲方首席律师赖克勒6月29日
接受了该社采访。报道指出，中国
在南海的主张基于“九段线”，这条
线覆盖了数以百计的争议岛礁、丰

富的渔场和油气储藏。赖克勒表
示，针对北京的裁决“将剥夺中国提
出这一主张的任何法律基础”。

洪磊说，赖克勒是菲方的代理律
师，知道菲方的想法不奇怪，但好像
他在所谓裁决出台前已知道裁决怎

么写，并且知道裁决是按他的想法在
写，这就奇怪了。

他说，赖克勒现身说法，只能证
明所谓仲裁庭只是某些势力的代言
人，再次说明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提
起的仲裁涉及到南沙群岛有关岛礁

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戳破了阿基
诺当局编织三年多的谎言。应菲律
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仲裁庭对本案
没有管辖权，仲裁庭即将作出的裁
决，是扩权、滥权的非法产品，不具
任何法律效力。

洪磊指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
主权和相关权利是在长期的历史过
程中形成的，为历届中国政府坚
持，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不受非法
裁决的影响。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不受非法裁决影响

新华社哈拉雷7月4日电津巴布
韦外交部日前公开发表政府声明，支
持南海问题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协商
与谈判和平解决争议。声明说，津方
支持直接当事国根据国际法相关条
款，通过双边友好协商与谈判和平解
决南海争议。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唯一
出路。津方尊重中国和东盟国家通过
对话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的努力。

津巴布韦政府支持
南海问题当事国
协商解决争议

7月3日，在美国纽约，受伤男子被抬上救
护车。 新华社/法新

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主要景点之一中央公
园3日上午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导致一名青年
男子腿部严重受伤，可能需要截肢。

事发时正值美国独立日长周末假期。警方
说爆炸物系自制，类似烟火装置。

受伤男子19岁，与两名18至20岁的朋友
从弗吉尼亚州来纽约旅游，3日上午11时左右，
这名男子在中央公园攀爬一块岩石时踩到“不
明装置”，遭遇爆炸。 （新华社专特稿）

纽约中央公园发生爆炸

美国驻沙特吉达
总领馆险遭袭击

7月4日，沙特警察在美国驻沙特阿拉伯
吉达总领事馆附近警戒。

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吉达总领事馆4日险遭
袭击，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试图闯入总领馆时
被沙特安全人员拦截。袭击者随后引爆身上的
爆炸物并当即死亡，另有两名安全人员被炸
伤。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东京7月4日电（记者钱铮）《日
本经济新闻》4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
国生产的风力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洗衣机、冰
箱等8项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居首位。

在日本经济新闻社实施的2015年国际市
场占有率调查中，去年国际市场新增风力发电
机的一半需求来自中国，中国金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增加了3.8个百分点，达
12.8％，一举夺得首位。

海尔集团夺得冰箱和洗衣机的国际市场占
有率双料冠军，联想集团个人电脑的市场占有
率世界第一，海康威视的监控摄像头、天合光能
有限公司的光伏电池、格力电器的家用空调等
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居榜首。

日媒称

中国多项产品在
世界市场占有率居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