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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43、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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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9-3号鸿禾温泉大厦第15层1507
房（证号：HK420749号，建筑面积：83.02m2），参考价49.11万元，竞
买保证金15万元；2、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153号美城·印象
荷园商住楼秋芸居 902 房（证号为：HK346599 号，建筑面积：
71.01m2）、903房（证号：HK346598号，建筑面积：66.91m2），参考价
72.999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
拍卖时间：2016年8月4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港
澳申亚大厦25层北；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
至2016年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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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日17:00前，以款到帐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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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1账号：1009454890000541；标的2账
号：1009454890000542；6、缴款用途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
第43、4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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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8585002、68585005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2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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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司依法公开拍卖：（1）海口市府城镇南桥
肚安得园小区B2栋第九层2902房（证号：HK077451号，建筑面积：
125.92m2），参考价：35.1864万元，保证金：10万元：（2）海口市龙昆北
路 18号柏园雅居 2幢别墅房地产（证号：HK073603号，建筑面积
289m2），参考价：152万元，保证金：5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事项公
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8月17日15：30；2、拍卖地点：海口市滨
海新村588号海景湾大厦主楼20层；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8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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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5日17：00前到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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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的（1）账 号 ：
1009454890000430；标的（2）账号：1009454890000431；6、缴款用
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2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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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36326216 13006080999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资告字[2016]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
定》（第39号令）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
拟挂牌出让宗地位于吉阳区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A-02-2地

块内，用地总面积29637.84m2（海南平面坐标系29622.34m2），用地四
至及界址坐标详见用地勘测定界图。

按照市规划局《关于出具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控规A-02-2地块
用地规划指标的复函》（三规函〔2013〕2号），该宗地的用地规划性质为医
疗卫生用地，对应土地用途为医卫慈善用地（土地使用年限50年），容积
率≤0.5，建筑密度≤18%，建筑限高≤18米，绿地率≥50%。

（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
挂牌：

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

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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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768万元整（以入账为准）。竞买人交保
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格的审查。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6年7月19日至2016年8月17日到三
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政务服务
中心二楼22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

（《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
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6年8月17日17时00分。

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
市国土资源局将在2016年8月17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
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
2016年8月9日09时00分 至 2016年8月19 日11时00分。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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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竞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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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 楼7013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18日

中国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专找“吃外快”的仲裁员

2013年1月，菲律宾选择按《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成立临时仲裁庭
的方式向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
法庭提请仲裁。

成立这个临时仲裁庭，得花一笔
钱。

因为仲裁庭当时还没有组成，因
此，得花多少钱、钱打给谁，都不很清
楚。

要想组成仲裁庭，首先要选择仲裁
员。按程序，菲律宾率先指派一名仲裁
员，中国也可以指派一名仲裁员，尔后，
由这两人共同协商选择另外三人。但
中国不接受、不参加仲裁的立场，使得
仲裁庭“凑不齐班子”。

为了推动仲裁，国际海洋法法庭时
任庭长、日本人柳井俊二站了出来。他
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另一条
条款，自己帮中国指派了一名仲裁员，
以及剩下的三位。

班子有了，但这只是个临时搭起的
草台班子。

仲裁一个跨国案件需要一整套配
套服务，这对于连个账户都没有的临时
仲裁庭而言，当务之急是必须找个“正
规的壳”。所以，在仲裁庭组成后的一
个月内，仲裁庭与常设仲裁法院达成了
书记处服务协议，即由常设仲裁法院

“为仲裁程序提供档案管理，并根据仲
裁庭指令提供适当的书记处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协助查找和指定专
家；发布仲裁案的信息和发布新闻稿；
组织在海牙和平宫进行听证等庭审；管
理案件财务，包括管理案件费用保证
金，例如支付仲裁员、专家、技术支持人
员和庭审记录员的费用等。

由此可以看出，南海仲裁案的仲裁
开支由常设仲裁法院的书记处计算后
向争端当事方征收，收缴后由书记处管
理和分配。

熟悉这类组织运作的专业人士告
诉记者，成立临时仲裁庭这类临时班子
无非是为了让那些“趴活儿”的法官和
仲裁员们“赚点外快”，跟联合国、国际
法院根本不沾边，因为国际法院等国际
司法机构里的法官是“吃饷的”。

找吃外快的法官，而不是拿饷的法
官，是菲律宾律师团精心安排的路线。
因为那些西方大牌律师们最清楚，“趴
活儿”的法官和拿“官饷”的法官是有区
别的。

花钱买的就是“身份”

常设仲裁法院算是临时仲裁庭聘
请的“大管家”，包括财务大管家。当
然，常设仲裁法院是提供这一服务的。

常设仲裁法院的收费标准一般是
公开透明的，也是标明在其官方网站上
的。而且，可以按照需要雇佣不同级别
的服务人员。

例如，一次性缴纳注册手续费
2000欧元，且不可退款。书记、注册相

关服务的人员价目按职称排序：秘书长
250欧元／小时，副秘书长250欧元／
小时，司法人员175欧元／小时，法律
助理125欧元／小时，文秘办事员50欧
元／小时。

常设仲裁法院办公地点在海牙和
平宫内，与联合国国际法院共用办公
楼。在常设仲裁法院提供的服务项目
中，还可以租借和平宫的办公室和听证
室。仲裁听证室每天1000欧元，整套
办公套件租赁费每天1750欧元。

由此可见，聘用常设仲裁法院当书
记处价格不便宜，但却可以“买”到很多唬
人的身份。在海牙和平宫开听证会、用
常设仲裁法院的抬头信纸出具裁决书、
以常设仲裁法院的名义给当事国发邮
件，是一件多么能够给自己长脸的事情。

为了仲裁什么都能“包办”

新华社记者14日给常设仲裁法院
发邮件，征询这次仲裁案的具体账目清
单。截至记者发稿时，对方未予回复。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
知情人士披露，菲律宾单方面强行

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中，常设仲裁法院总
计向争端当事方收285万欧元。其中
一部分是法院充当书记处的费用，剩余
的则要发放给5位仲裁员，而且后者拿
的是“大头”。

2013年8月，仲裁庭书记处通知当
事双方缴纳第一笔仲裁开支50万欧
元，要求中菲各付25万欧元。菲律宾

于9月爽快支付了25万欧元，由于中国
不接受、不参与仲裁，菲律宾又于10月

“替”中方支付了25万欧元。
2015年2月3日，仲裁庭书记处通

知当事双方支付第二笔仲裁开支150
万欧元，要求中菲各付75万欧元。当
年3月菲律宾支付75万欧元，4月又

“代”中方支付75万欧元。
2016年1月，仲裁庭书记处通知当

事双方支付第三笔也是最后一笔仲裁
开支85万欧元，要求中菲各付42.5万
欧元。当年3月菲律宾支付了42.5万
欧元，4月又“代”中方支付了42.5万欧
元。

一个当事方的费用可以由另一个
当事方代付、垫付或者替付吗？

临时仲裁庭在所谓最终裁决中有
这么一段解释：“常设仲裁法院可分期
要求当事方预付同等金额的仲裁费。
如一方未能在45天内支付，仲裁庭可
通知双方，以便某方支付费用。本案当
事方曾被三次要求付费。菲律宾按时
支付了费用，中国没有。在被告知中方
未能付费之后，菲律宾支付了中国的费
用。”

反正只要能推进程序，钱不是事
儿，合不合理也不是事儿。

见钱就开的仲裁庭

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律专家毕家玮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南海仲裁
案、仲裁庭、乃至常设仲裁法院与联合

国没有任何关系。理论上讲，只要肯花
钱，花大价钱，国家、企业或个人都可以
通过这些所谓的仲裁庭打官司。

民事官司、商业纠纷，收点诉讼费、
劳务费，本无可指摘。

只是，官司涉及国际争端，当事方
是国家政府，如何摒除国家实力、财力
等一切外界干扰因素，保持司法的中
立、公正，是重要考量。

例如，归属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在审
理涉及国际问题时，法官的酬金、薪水一
概由联合国支付，以保证司法人员客观中
立。而具体到南海仲裁案中，容许一方包
办仲裁费的做法极易影响仲裁判断。

法律人士解读，在国际仲裁事务
中，这种程序可能导致仲裁庭的极度偏
颇。而且，在很多仲裁案中，仲裁员是
可以与当事方议价的，在只有一方愿意
支付的仲裁案中，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仲
裁员的仲裁取向是否会向出资方偏移。

像南海仲裁案这种单方提起、单方
参与，最终做出荒唐无效的判决并非没
有先例。

2013年，荷兰就俄罗斯扣押一艘荷
兰籍破冰船一事提出仲裁申请，而俄罗
斯认为仲裁庭无管辖权拒绝参加。最
终荷兰为俄方垫付了15万欧元仲裁
费，单方面强行推进仲裁。仲裁庭做出
要求俄罗斯赔偿损失的裁决，俄罗斯没
有接受仲裁结果。

常设仲裁法院中国仲裁员、中国社
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刘楠来
认为，这类仲裁属滥用国际法，给国际

法治留下的反面判例。如果在无法取
得一方认可的情况下，所有的国际争端
都走向单方面仲裁，那么，国际法的权
威就会受到毁灭性冲击，有悖“定纷止
争”的国际法精神。

重金砸出的荒唐

如果菲律宾花费了总计3000万美
元用于南海仲裁案，刨去向常设仲裁法
院支付的285万欧元，剩余部分可能都
用在了律师团和证人身上。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菲方律师团
队共8人，包括美国国际法知名律师保
罗·雷切尔。他曾代理尼加拉瓜诉美国
支持反政府武装一案，以及多起涉及国
际争端的案件，手法老到。

在南海仲裁案中，涉及临时仲裁庭
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问题上，雷切尔可
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是南海岛礁的

“领土主权问题”，经过律师团队的包
装，再与临时仲裁庭“妥善接洽”，一场
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由此出炉。

刘楠来指出，从所谓“最终裁决”中
透露出的几个细节都值得推敲。其中，
临时仲裁庭只指派了一名地理、水文专
家考察，那么这一专家提供的材料是否
全面、是否真实中立是个疑问。“至少可
以说，仲裁庭是单方面取信，听了一面
之词，证据链不完整。”

耄耋之年的刘楠来坦言，在他经历
的众多案件之中，南海仲裁案算是最荒
唐一例了。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这世上，偏偏有人笃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是万能的。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从提起申请、组
建仲裁庭、外包书记服务、直到出台所谓最终裁决，都是要花钱的。这是客观事实。不敢说花钱就一定不公正。但自古以来，以主持公

正大义为己任的超国家司法机关，都尽量避免与当事人或当事国发生金钱关系以示居中，例如国际法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了包括国际法院在内
的4种解决争议的机制。但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提请方偏偏选择了一种高收费、低门槛的选项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菲律宾媒体披露，3年半来，菲律宾用纳税人的钱，在南海仲裁案上豪掷3000万美元，换来
一张烫手的所谓“裁决书”和许多国家的不支持。虽然菲律宾和仲裁庭都没有公开这笔帐的明细，但从现有价目表、过往仲裁费等数据可以推断：为了最后这张纸，有人真肯下本，有人真没少挣。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吴登峰、
莫小亮）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
胜利18日在京会见来访的美国海军作
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一行，就共同关
注的海上安全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

吴胜利说，当前中国周边海上安全
形势复杂敏感，特别是南海形势愈演愈
烈。理查德森将军在此情况下应邀访
华，体现了中美双方对管控海上危机的
高度关切，有助于双方加强沟通、增信
释疑、避免误判。

在谈到南海问题时，吴胜利强调，
我们绝不会牺牲南海主权权益，这是
中国的核心利益，事关我们党的执政
基础、国家的安全稳定、中华民族的根
本利益，不要指望我们在领土主权上
作出让步；我们绝不会畏惧任何军事

挑衅，中国军队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的坚强力量，中国海军已
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侵权挑衅；我
们绝不会让岛礁建设半途而废，南沙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南沙岛礁进行
必要的建设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不
管是什么国家，还是什么人，施加什么
压力，中方都会按计划推进并完成岛
礁建设；我们绝不会放松警惕而不设
防，防御设施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我们
受到威胁的程度，那些企图通过展示
军事肌肉迫使我们屈服的做法，结果
只能适得其反；我们绝不会放弃和平
解决南海问题的努力，尽管当前存在
许多消极因素，但我们仍将坚持通过
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通过规则机
制管控危机。

吴胜利指出，维护南海的和平稳

定，中美很重要，中美海军很关键，合
作是唯一的正确选择。他希望双方一
线海空兵力切实贯彻《海上意外相遇
规则》《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管控一线兵力行为，全力避免战略误
判、发生紧迫局面甚至擦枪走火，共同
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双方应进一
步增进战略互信，坚持求同存异，不断
挖掘潜力，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层次水
平，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新
的动力。

理查德森表示愿意与吴胜利携手
努力，进一步增进互信、发展友谊，为两
国、两军、两国海军关系的不断发展贡
献力量。

理查德森一行还将访问北海舰
队和潜艇学院，并参观辽宁舰等舰
艇。

吴胜利会见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中国绝不会让岛礁建设半途而废
新华社新加坡7月18日电（记者马

玉洁 包雪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
18日在“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
端智库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
演讲时指出，和平谈判才是解决中菲南
海争议的必由之道，南海仲裁案阻碍不
了中国和东盟合作的健康发展。

赵启正说，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场彻
头彻尾的披着法律外衣的闹剧，它在程
序、适用法律、证据采用等一系列问题
上都存在重大错误，违反了仲裁的国家
同意原则，侵犯了中国自主选择争端解
决方式的权利，也违反了菲律宾与中国
通过双边文件达成、并再三确认的通过
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协议，以及菲
律宾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作出的
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承诺。

谈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赵启正
说，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与东盟诸国的
友好关系，因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
重要地缘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自
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持续的对话关
系以来，中国同东盟政治安全合作不
断深入，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人文社会
领域合作成果显著。这些事实充分表
明，尽管南海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域外
国家的干预、合作机制不健全等诸多
制约因素，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动交
流和务实合作还一直在持续，各国都
从中受益匪浅。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合作发展才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这
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当前的南海局势，赵启正认为，
中国与东盟必须加强对话，排除干扰，聚
焦合作，这是最为现实的战略选择。他

相信，南海争议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
之间的问题，不是中国与整个东盟之间
的问题。这次由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
策划的仲裁案不能动摇中国和东盟的战
略伙伴关系，阻碍不了中国和东盟合作
的健康发展。

为期一天的“南海问题与区域合
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武汉大
学、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以及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
际关系研究基金、马来西亚战略与国
际研究所、印度国际法学会等中外机
构的20多名学者汇聚新加坡，围绕海
洋争端解决机制、南海争端解决途径、
南海区域合作与发展三个议题，进行
广泛深入交流。

南海问题研讨会在新加坡举行
仲裁案难阻中国东盟合作健康发展

给仲裁案算笔账
起底临时仲裁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