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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解读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国土资公告〔2016〕17 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2-02-6地块27.326亩商
业设施项目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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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加竞买
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本
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土
地挂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
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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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
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
发挂牌资格确认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6年7月29日至
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
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
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8月25日下午17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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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下午
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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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
间为：2016年8月18日上午8:30至2016年8月29日下午16:00。七、
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
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及报价，不接受联合竞买。2、受理报名、报价时间：
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节假日除外。3、本次挂牌出
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儋州市中
兴大道儋州市国土资源局；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5303602 联
系人:郭先生；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
hnlmmarket.com；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29日

地块名称
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
制性详细规划2-02-6地块

宗地面积

27.326亩（18217.3m2）

土地用途

商业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容积率: ≤0.32，建筑密度≤25%
绿地率≥40%(其中集中绿地应≥20%)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元/平方米）

974.0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15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1065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国土资公告〔2016〕18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2-12-6地块7.586亩商业

设施项目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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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加竞买
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本
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土
地挂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
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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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
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
发挂牌资格确认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6年7月29日至
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
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
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8月25日下午17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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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下午
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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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
间为：2016年8月18日上午8:30至2016年8月29日下午16:30。七、
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
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及报价，不接受联合竞买。2、受理报名、报价时间：
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节假日除外。3、本次挂牌出
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儋州市中
兴大道儋州市国土资源局；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5303602 联
系人:郭先生；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
hnlmmarket.com；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29日

地块名称
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
制性详细规划2-12-6地块

宗地面积

7.586亩（5057.2m2）

土地用途

商业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容积率: ≤0.6，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其中集中绿地应≥15%)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元/平方米）

1085.85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15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330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国土资公告〔2016〕20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2-09-8地块7.532亩商业

设施项目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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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加竞买
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本
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土
地挂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
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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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
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发
挂牌资格确认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6年7月29日至
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
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
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 8月25日下午17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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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下午
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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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
间为：2016年8月18日上午8:30至2016年8月30日上午10:30。七、
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
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及报价，不接受联合竞买。2、受理报名、报价时间：
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节假日除外。3、本次挂牌出
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儋州市中
兴大道儋州市国土资源局；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5303602；联
系人: 郭先生；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
www.hnlmmarket.com；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29日

地块名称
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
制性详细规划2-09-8地块

宗地面积（亩）

7.532亩（5021.0平方米）

土地用途

商业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容积率：≤0.6，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其中集中绿地应≥15%）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元/m2）

1085.85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15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330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国土资公告〔2016〕22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3-03-5地块9.634亩商业

设施项目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
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加竞买者须
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本次挂牌
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竞
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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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缴纳足
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发挂牌资格确认
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25 日到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
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7月29日至2016
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

年8月25日17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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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
有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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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间为：2016年8月18日上午8：00至
2016年8月30日下午15：30。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
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及报价,不接受联合
竞买。2、受理报名、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
节假日除外。3、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准。4、上述所
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儋州市中兴大道儋州市
国土资源局；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5303602；联 系 人：郭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www.ggzy.hi.gov.
cn；http://www.hnlmmarket.com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29日

地块名称
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
制性详细规划3-03-5地块

宗地面积（亩）

9.634亩（6422.6平方米）

土地用途

商业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容积率≤0.6，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其中集中绿地应≥15%）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元/平方米）

109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15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420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国土资公告〔2016〕23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3-05-2地块7.985亩商业

设施项目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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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加竞买
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本
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土
地挂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
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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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
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
发挂牌资格确认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6年7月29日至
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
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
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8月25日下午17时(以保证金实际到账
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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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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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间为：2016年8月18日上午8：30至2016年8
月30日下午16：00。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
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及报价，不接受联合竞
买。2、受理报名、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
节假日除外。3、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准。八、联
系方式：联系地址：儋州市中兴大道儋州市国土资源局；联系电话：
0898-23883393；联系人：郭先生；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
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29日

地块位置
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
制性详细规划3-05-2地块

宗地面积（亩）

7.985（合5323.2平方米）

土地用途

商业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建筑容积率≤0.6，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其中集中绿地应≥15%）

建设年限

2年

挂牌起始价（元/平方米）

109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1500
保证金（万元）

350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国土资公告〔2016〕21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3-03-2地块7.685亩商
业设施项目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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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名称

儋州滨海新区第四组团控
制性详细规划3-03-2地块

宗地面积

7.685亩
（5123.3m2）

土地
用途

商业设
施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容积率≤0.6，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其中集中绿地应≥15%）

建设
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
（元/平方米）

109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150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35

二、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
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
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
关文件。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
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
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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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
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发挂牌资格确认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
申请人可于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
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
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7月29日至2016年8月
25日到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
年8月25日下午17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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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六、本次国有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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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间为：2016年8月
18日上午8:30至2016年8月30日上午11:00。七、其他需要公告的
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
方式申请及报价，不接受联合竞买。2、受理报名、报价时间：上午8:30
至11:30，下午14:30至17:00，节假日除外。3、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
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儋州市中兴大道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5303602。联系人:
郭先生。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
hnlmmarket.com；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7月29日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陈菲 罗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近日正式印发了《保护司法人
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规定共
二十七条，细化了司法人员各类权益
保障机制、拓展了司法职业保障范围，
是首个全面加强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职
保护的纲领性文件。

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
责，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
署的重点改革任务。《规定》的出台，

对于全面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
的司法体制改革，确保人民法院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意义。

长期以来，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
是妨碍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
重要障碍。《规定》立足执法实际，明确
部门分工，注重问题导向和可操作
性。强调对采取不实举报、诬告陷害、
利用信息网络等方式侮辱诽谤法官、
泄露法官个人信息的，要依法追究有

关人员责任。对威胁和暴力伤害法官
的行为，明确了公安机关快速出警、果
断处置的义务。

在规范责任追究方面，《规定》强
调准确追责与必要保护相统一，从三
个方面作了规定。一是确立了错案责
任追究的标准。明确追究错案责任以
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重大过失
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为限，并
对执法各环节中法官、检察官履行法
定职责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进行了区

分界定，防止不当担责，以解除法官检
察官的后顾之忧。二是规范责任追究
的程序。首次确立了非经法官、检察
官惩戒委员会审议不受错案责任追究
的原则。三是建立了不实举报的澄
清、善后机制。

为全面做好司法职业保障工作，
《规定》将依法履职保障对象从法官
延伸到包括司法辅助人员在内的所
有承担办案职责的司法人员，将人
身、财产权益保护对象从司法人员

延伸至司法人员的近亲属，将依法
履职保障空间从法庭延伸至法院和
工作时间之外，确保司法人员安全
履职、免受滋扰。

此外，《规定》还对如何考核法官、
检察官办案质量，评价工作业绩作出
规定，要求不得超出其法定职责与职
业伦理的要求，防止法官既被案件“牵
着走”，又被考核“压着走”。

《规定》自2016年 7月1日起施
行。

中办国办发布首个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职规定

拿什么保护你，公正司法的法官检察官？
判决遭报复、办案受骚扰、与领导“一言不合”直接被调离岗位……今后法官、检察官终于有望摆

脱这些“糟心事”。《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28日公布，对于规定中的保护举措，法学专
家以及法官、检察官们怎么说？

【举措一】

干预司法应如实记录并依
规通报追责

规定明确，法官、检察官依
法办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有权拒绝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定职责
或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
求，并规定了干预司法活动和插
手案件处理登记制度。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
孙铭溪坦言，长期以来，个别领导干
部、内外部人员“批条子”“打招呼”
等不正之风影响了法官依法裁判，
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但因难以进
行有效监督和追责，一线法官往往

“敢怒不敢言”。规定无疑是保障
法官不受干预、依法裁判的制度设
计，从而破除不当影响，维护法治
尊严，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

【举措六】

不被办案数量排名
“压着走”

在司法人员考核方
面，规定指出，不得以办
案数量排名、末位淘汰、
接待信访不力等方法和
理由调整法官、检察官工
作岗位。

何帆表示，这一要求
符合法官作为裁判者的
职业特点，有利于构建
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
系，防止法官既被案件

“牵着走”，又被考核“压
着走”。

记者罗沙 陈菲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举措二】

招商引资、征地拆迁不
能再摊派给法官检察官了

首次在中央文件中
明确，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
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
事务。

法院、检察院有权拒
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安
排法官、检察官从事超
出法定职责范围事务的
要求。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
此举防止一些地方摊派招
商引资、征地拆迁、环境卫
生、挂职下乡、行风评议等
任务而影响法官检察官依
法履职。

【举措三】

非因法定事由程序不
被调离免职

规定明确，法官、检察
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
程序不被调离、免职、辞退
或作出降级、撤职处分。同
时规定法官、检察官不服处
分可依法申请复议、复核，
提出申诉、再申诉。

最高检公诉厅四处处长
尚洪涛说，基层一线办案的公
诉人，每年要办理各种大大小
小的案件，有的情况非常复
杂，有时会受到各种干扰。
有的坚持原则、坚持依法办
案、坚持匡扶正义，还被调离
现岗位或面临着被调离、降
级等危险。规定无疑是给广
大公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举措四】

明确不承担错案责任
的条件

规定强调，非因故意违
反法律、法规或者有重大过
失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后果
的，不承担错案责任。同时
首次确立了非经法官、检察
官惩戒委员会审议不受错案
责任追究的原则，明确了惩
戒委员会工作程序等等。

最高法司改办规划处
处长何帆说：“这样的机制实
现了依法问责和科学免责的
有机结合，有利于推动司法
责任制全面落实到位。”清华
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认
为，这也意味着对法官的处
理或者处分，要有一个公开、
公正且相对复杂的程序。

【举措五】

暴力伤害司法人员及
近亲属要依法严惩

针对干扰阻碍司法活动，
威胁、报复陷害、侮辱诽谤、暴
力伤害司法人员及其近亲属
的行为，规定明确，要依法从
严惩处，并规定了有关出庭
保护、禁止特定人员接触以
及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周光权说，近年来，因
对案件结果不满，恶意侮辱
诽谤法官的行为层出不穷，
恶意伤害法官的恶性事件
时有发生，规定编织了抵御
侵害法官人格尊严和人身
安全的防护网，具有一定开
创性，而且都是看得见摸得
着的具体措施，有助于消除
法官个体的后顾之忧。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28日表示，在南海问题上，希望日本冷
静冷静，认真反思为何自己成了极少数。如果
日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失望只会越来
越多，只能更加自我孤立。

有记者问，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结束后，日
本一些媒体报道称，虽然中日双方在南海问题
上仍处于“平行线”状态，但日本今后将继续与
国际社会合作，敦促中方遵守国际法，接受南海
仲裁结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我们注意到了日本一些媒体的上
述评论，也注意到了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后日
本官方的一些表态。”

陆慷说，此次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上，中国
同东盟国家一致同意南海问题尽快回到对话协
商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

“我们曾指出，所谓仲裁案结果出来后，日本
表现得比任何国家都激动。我们有点儿费解的
是，面对国际社会多数成员这么明确的态度，面
对南海沿岸各国包括当事国的积极合作精神，日
方一些人仍然不甘心走出自己臆想的局面，让人
看起来有点儿‘哀莫大于心不死’。”他说。

陆慷表示，日方表示今后将继续与国际社
会合作。那么，日方可能有必要首先搞清楚，什
么是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在南海问题上究竟是
什么立场？目前80多个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
从不同角度对中方立场表示理解和支持，而只
有那么两三个国家仍在自说自话地嘟囔这个所
谓仲裁有“法律约束力”，“符合国际法”。从维
护国际法的尊严和严肃性的角度出发，希望这
几个个别国家能够遵从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
公正立场，而不是让国际社会多数成员迁就几
个个别国家的错误立场。

对于敦促中方遵守国际法，接受仲裁结果，陆
慷提醒日方，这两者是矛盾的。这个所谓的仲裁从
一开始就是非法的、无效的，严重违背国际法和仲
裁一般实践。就中方而言，中方一向并将继续坚定
维护真正的国际法。希望日方也能真正尊重国际
法和国际秩序，而不是肆意曲解篡改国际规则。

“日方有些人可能对此次东亚合作系列外
长会的结果感到失望。实际上，这些人最近对
一系列多边场合的结果都失望。希望他们冷静
冷静，认真反思为何自己成了极少数。如果他
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失望只会越来越
多，只能更加自我孤立。”陆慷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在南海问题上
希望日本反思
否则将更加孤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