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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确 保 交 通 安 全 和 施 工 安 全 ，现 对 环 岛 高 速 东 线

段 山 根 互 通 养 护 工 程 实 施 交 通 管 制 ，时 间 从 2016 年 9
月 14 日 至 2016 年 9 月 29 日 。 请 过 往 车 辆 按 现 场 交 通

标 志、引 导 标 牌 指 示 行 驶 。 服 从 现 场 交 警、安 全 疏 导 员

的 指 挥 ，确 保 行 车 安 全 。 由 此 带 来 的 交 通 不 便 ，敬 请 谅

解 !

特 此 通 告 。

关于环岛高速公路东线段山根互
通养护工程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6年9月8日

中标公示
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勘察标于

2016年09月08日 08:30:00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

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

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勘察院（项目负责人 罗炳才）；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有色工程勘察设
计院（项目负责人 王 影）；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地质综合勘察设计
院（项目负责人 阳建新）。公示期：2016年09月09日至2016年09
月13日，如有质疑（或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本次招

标公告同时在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口市公

共资源交易网（网址：www.hkcein.com）上发布。

招标人：海口市高级技工学校 电话：0898-66703679；
招标代理：福建卓知项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电话：0898-

66786330。

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项目设计标于

2016年09月08日 08:30:00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

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

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第一中标候选人：雅克设计有限公司（项目负
责人 陈德雄）；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缔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项目负
责人 俞 蕾）；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中元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项目
负责人 吉志伟）。公示期：2016年09月09日至2016年09月13日，

如有质疑（或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本次招标公告同时

在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网址：www.hkcein.com）上发布。

招标人：海口市高级技工学校 电话：0898-66703679；
招标代理：福建卓知项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电话：0898-

66786330。

中标公示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4号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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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整体拍卖：位于海口
市海甸岛二东路水岸星城 A区 A1栋 1102房、1202房（建筑面积：
69.37m2/套）、水岸阳光B区B栋1303房（建筑面积：79.85m2/套），参考
价：29.4406万元、29.718万元、34.444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20万元；现
将第二次拍卖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9月27日10: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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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17:00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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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1009454890000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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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
元。现将第三次拍卖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9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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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17:
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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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标 公 告
招标人：海南葛洲坝实业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葛洲坝·海棠福湾（南区公寓式酒店）项目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土福湾度假区，总建筑面积

79084.53m2。施工标：资格条件：投标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壹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要求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一级建造
师资格。监理标：资格条件：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或以上资
质，项目总监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 9月 9 日至 9 月 13 日（节假日不
休息），每日上午9:00时至11:30时，下午15:00时至17:30时（北
京时间，下同），在海口市国贸路北京大厦21B报名。携带报名资料
等其他要求详见中国招标与采购网。联系人：朱工 68503712

中标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风圯土地复垦、甲子镇福昌土地复垦、甲子

镇召马土地复垦项目（监理标：2016年9月5日，施工标：2016年9月
7日）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
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
会推荐：

监理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航达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第
二中标候选人：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
海南建弘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二中
标候选人：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吉林省水
利水电工程局；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6年9月9日-13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
期内向招标人投诉，电话：0898-66818882。招标人：海口保税区开发
建设总公司；招标代理：海南远恒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南海大道与市政府第二办公区周边路网绿化

提升工程（监理）。二、招标人：海口市园林管理局。三、项目概

况：项目概况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招标范围：施工及验收前的

管理养护阶段全过程监理。四、投标人资格要求：须具有市政公

用工程监理甲级或以上资质，项目总监要求为本单位注册的市政

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投

标。其它要求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五、招标文件获取：请于

2016年9月9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下载招标文件。本

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

南日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联系人及电话：招标人：陈

先生0898-68722530 。招标代理:北京建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公司，何先生0898-66595817。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稽告 [2016]18号

儋州隆发橡胶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03676079679，法定代
表人：陈定发)：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对你公司的涉税情况
进行检查并作出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但因你公司不
在税务登记证注册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相关涉税
文书无法直接送达，现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国税稽处[2016]10
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稽罚[201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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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条规定，
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2016年9月9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4

楼；联系人：苏杏花 申睿；联系电话：66509349 66509346

遗失声明
三亚创新悉蓝专营店遗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

省分公司海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总计530张，号码分
别为：07785681-07785710，共计30张；07837783-07837812，
共计 30 张；07875231- 07875260，共计 30 张；07877871-
07877900，共计 30 张；07898631- 07898660，共计 30 张；
07915321-07915360，共计30张；07916051-07916080，共计
30 张 ；07944501- 07944550，共 计 50 张 ；07947071-
07947100，共计 30 张；07952651- 07952680，共计 30 张；
07956411-07956440，共计30张；62313753-62313802，共计
50 张 ；62342731- 62342780，共 计 50 张 ；62367841-
62367890，共计50张；62402731-62402760，共计30张，特此
声明作废。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
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
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项目规划设计条件
及满足开发建设要求并出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
册。申请人可于2016年9月9日至2016年10月10日到文昌市国
土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管理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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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该出让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9月9日至2016年10月10日到文昌市
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管理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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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
经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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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6年9月30日8
时00分至2016年10月12日10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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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2日10
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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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得上述宗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

与文昌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出让
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

（二）根据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椰林湾海景花园”项目规划设计
方案条件要求，本次出让宗地属于该项目建设用地，竞得人须严格按
照政府已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整体开发建设该项目。

（三）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具备动工开发基本条件），
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
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

（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省政府会展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林先生、杨先生、张先生、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31650777、66722585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9月9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5）-41号
文国土储
（2015）-42号
文国土储
（2015）-43号
文国土储
（2015）-44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郊镇建华
山管区瓦铺园地段
文昌市东郊镇建华
山管区瓦铺园地段
文昌市东郊镇建华
山管区瓦铺园地段
文昌市东郊镇建华
山管区瓦铺园地段

面积

5435.7平方米
（折合8.154亩）
4346.03平方米
（折合6.519亩）
12122.42平方米
（折合18.184亩）
8994.03平方米

（折合13.491亩）

土地
用途

住宿餐饮
用地

住宿餐饮
用地

住宿餐饮
用地

住宿餐饮
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125；建筑密度≤21.35%；绿
化率≥45%；建筑限高≤9层
容积率≤1.48；建筑密度≤26.57%；绿
化率≥33.35%；建筑限高≤5层
容积率≤0.87；建筑密度≤25%；绿化率≥40%；建筑限高≤18米
容积率≤0.87；建筑密度≤25%；绿化率≥40%；建筑限高≤18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507.8632

1239.0532

3157.8904

2342.9448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05

744

1895

1406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16〕8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四（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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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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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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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文昌市Wn2015-106-1、2号地
块规划指标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局拟按程序确定文昌市

Wn2015-106-1、2号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6年9月9日至2016年10月8日）。2、公
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网，海南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sjsj@163.com；（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
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9月9日

遭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辱
骂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7日在老挝
首都万象出席东盟峰会庆祝晚宴前同杜特
尔特握手并“短暂交谈”。

菲律宾外长佩费克托·亚赛对两人能够
会面表示“非常高兴”。亚赛说：“他们在领
导人接待室见面，是最后两个离开接待室的
人。”不过，亚赛没有透露杜特尔特与奥巴马
聊了多久，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只有两分钟。
杜特尔特竞选总统时的副手阿兰·卡耶塔诺
说，会面过程“温暖而亲切”。白宫发布的简
短声明提到，两人的交谈中“掺杂着寒暄”。
菲律宾媒体报道，菲总统府先前称杜特尔特
在晚宴上被安排坐在奥巴马与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中间，不过，他最后还是坐到了印
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与俄罗斯总理德
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中间。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被骂后

奥巴马仍同杜特尔特
“轻松寒暄”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因对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爆粗口”引发菲
美外交风波，却似乎不影响他在国内的高
支持率。

菲律宾一家民调机构今年7月公布
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杜特尔特出任总统
一个月后支持率飙升至91％。虽然此后
没有民调更新，但一些菲律宾民众说，虽
不认同杜特尔特的一些做法，却依旧支持
他。选民欧文·德拉克鲁兹7日说，他不
喜欢杜特尔特的缺点和作风，“但他所做
的事情好过所有其他事情……我真的感
到更安全了”。

菲律宾政治与选举改革研究所分析师
厄尔·帕雷尼奥认为，比起表态，菲律宾民
众更看重杜特尔特的行动，总体上支持他
发起的“反毒风暴”。帕雷尼奥说，虽然这
一行动引起争议，但民众“真的认为有必要
采取这种（反毒）行动”。

徐超（新华社微特稿）

爆粗口

杜特尔特支持率
依然很高

骂了，见了

美菲外交“风波”的背后
9月7日，美国和菲律宾先后向媒体透露，两国总统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

议期间非正式会面。从爆粗口事件，到叫停两国总统正式会晤，再到两人简短话叙，过去3天美菲交
往如过山车。专家认为，这从一个侧面折射美菲关系新一轮“对表”的敏感、复杂和不确定性。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与菲律
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7日的首
次会晤一波三折。当时在场的菲律
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赛说了三
点：两人在接待室会面；他们是最后
离开接待室的；（我）不能说他们见了
多久。亚赛还对媒体说：“对此（会
见）我很高兴。”

对美方的态度，法新社消息以“简
短”一词解读白宫的声明：峰会宴会
前，两位领导人在接待室简单地交流、
客套地话叙。

媒体认为，从双方各自表态，能够
体察美菲两方对领导人会见的心态。

这次外交“风波”来得突然。前往
老挝前，奥巴马针对菲律宾反毒行动
表示，对菲律宾在“法庭职权之外的杀

害”，将直言不讳地向杜特尔特表达关
切；杜特尔特5日就此在吹风会上骂了
奥巴马，要求美国人“放尊重点”；白宫
随后宣布取消拟定的美菲领导人正式
会晤；再之后，杜特尔特就其言辞表达

“歉意”。路透社等媒体则认为，届时
两人在老挝见不见，或会有变数。

两人7日的见面也有插曲。据法
新社消息，杜特尔特办公室当天早些
时候透露，宴会上美菲领导人将相邻
而坐，“大家都在等，两位领导人或许
会说些正面的话”。不过据媒体报道，
宴会上两人没有坐在一起。

从怒言相向到简短会面，法新社
报道以低调“控制”形容美菲双方对这
次事件的处理方式，为什么要这样做？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学

者胡逸山认为，从过去一段时间杜特
尔特针对美国的发言可以看出，他最
新“出位”的表态既不是偶然，也不是
必然，而是“贸贸然”，是有针对性和政
治、利益考量的。一方面是他直率性
格使然，一方面显示他坚决立足国家
利益，务实处理内外事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利平认
为，杜特尔特的讲话体现他一贯的作
风，如果美国人感到意外，菲律宾人则
不会。另外，打击贩毒是杜特尔特上
任后施政重点，奥巴马及白宫扣上“人
权问题”帽子，触碰了杜特尔特的底
线。即便从菲律宾国内形势看，打击
毒品正在关键时候，不容内外任何质
疑和反对，美国人说三道四，杜特尔特
强烈回击并不奇怪。

美菲两国舆论都注意到这段外
交“风波”。在美国，这甚至变成竞选
的一个议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
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抱怨奥巴
马“软弱”，认为他遇到的（被骂）情况
很“糟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
里·克林顿则认为，取消正式会见是
对的，因为“要有基本的尊重”。她同
时认为美菲有很强的关系纽带，需要
保持友好。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表
示，尽管杜特尔特强烈反对，美国依然

会继续对菲律宾反毒行动中“违反人
权”的做法表达关切。他同时说，美菲
关系是美国在亚太最重要关系之一，
美国重视这一关系。

在菲律宾，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粗口事件后杜特尔特支持率不降反
升。政治学者里戈韦托·蒂格劳7日
在《马尼拉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支持
杜特尔特的立场，认为尽管顶撞美
国存在政治风险，但马尼拉应该告
诉美国，菲律宾不再是地区关系中
的“美国男孩”。

刚从菲律宾考察回国的徐利平认
为，这次外交小插曲一定程度上表明
菲美关系处于动态调整。他说，杜特
尔特的表态说明，他对美国人一定程
度上的不信任，反感华盛顿插手菲律
宾事务。

徐利平认为，菲美传统关系固然
紧密，但新上任的杜特尔特会根据内
外部环境相机调整。由于菲律宾是小
国，外部环境的逆或者顺，对他的政策
选择很重要。

胡逸山认为，美国对菲律宾的军

事和防务安全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菲律宾要靠美国。观察美菲关系要
有两个参考：马尼拉的政治精英从
教育、文化背景上存在亲美的一面；
而杜特尔特来自南部的达沃市，思
路、风格同马尼拉精英不同，双方既
协调又制衡。从深层观察，杜特尔
特讲话出格未必是心血来潮，某种
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制衡等方面
的施政需要。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
员凌德权认为，观察菲美关系要忌

“看客心态”，不必幸灾乐祸。外交出
现“嘴仗风波”，华盛顿和马尼拉都会
调整，毕竟双方都重视相互关系。后

续也会努力修复关系，两名领导人在
老挝短暂聊天就是这种做法。从长
远看，菲美关系调整有待观察，远不
到下结论的时候。从更高层面看，两
国关系修复和发展对双方、对地区
局势都不是坏事，前提是不做损人
不利己的事情。凌德权说，一位东
南亚的资深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处
理菲美关系，马尼拉应该算一算，过
去几年菲律宾到底在安全、经济和
国家发展上有什么积极进展。鉴往
知来，处理对外关系需要抓住机会，
理性应对。

记者 夏文辉
（新华社北京9月8日新媒体专电）

9月7日，老挝首都万象，美国总统
奥巴马（上）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左）
出席庆祝宴会。

新华/美联

■ 不当“美国男孩”，外交挫折多严重？

■ 简短“客套话叙”，低调处理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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