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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文明盛
举，是造福各国人民的全球化盛宴。

春日的古都北京，草长莺飞、生机勃
勃。一个月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2013年秋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
积极响应。3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
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了超出预期的
进度和成果。

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中国和世
界。以东方智慧为全球发展探寻解决之
道，“一带一路”再度吸引全球目光。

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
合作成果。世界期待，“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将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
经济面临的问题找出答案，为实现联动
式发展注入新的能量。

顺应时代潮流
贡献中国智慧

2016年11月17日，“一带一路”倡
议首次写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
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
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3年多的时间，一个由中国提出的
倡议、行动，逐渐形成广泛国际合作共
识。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
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
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
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
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2014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第八次会议时强调。

物物相通、人员往来、文化交流……
千百年前的古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
文明，丰富了沿线人民生活，推动了世界
文明的进程。其所承载的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历千
年而不息。

“中国方案，大道之行。‘一带一路’
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和沿线国家积极响应，是化理念为行动、
变梦想为现实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国
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说。

这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方

案”——
经过十余年发展，泰中罗勇工业园

已成为中国传统产业在泰国乃至东盟的
最大产业集群中心和制造出口基地。

“国内光缆产能增长迅速，行业竞争
压力很大，但在泰国却属于稀缺资源。”
富通集团董事长王建沂说，富通入驻园
区后，不仅拓展了发展空间，还填补了泰
国光缆技术空白，目前已成为东盟最大
的现代化光缆工厂。

截至目前，泰中罗勇工业园已累计
吸引近90家企业入驻，协议投资金额25
亿美元，向当地政府上缴税费1.2亿美
元，解决当地就业2万余人。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
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
洲经济圈，中间是潜力巨大的腹地国
家。在这一区域开展互联互通，提高贸
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
给催生新需求，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原有的全
球增长循环被打破，全球经济发展进入
一个动力减弱、增速放缓和治理乏力的
新阶段，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
中获得发展动力的通道遇阻。”中国宏观
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史育龙说，塑造发展
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
成为各国共同诉求。

这是增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中
国智慧”——

古都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内近万
件文物描绘出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欧
洲交往的“丝路画卷”；博物馆外的丝路
风情街上，各国特色商品、特色演艺、特
色建筑集文化大观，聚海内外商旅。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走到十字路
口，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世界遭遇政治安全冲突和动荡、难民
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挑战。多元
文化，是冲突斗争还是和谐共处？成为
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

古丝绸之路上，中华文明、印度文
明、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交相辉映，为

“和而不同”做出生动诠释。“古丝绸之路
是商贸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友谊
之路，输出的是和谐文明和商贸发展，加
强了不同文明的沟通连接，却未给他国
造成任何威胁。”大唐西市集团董事局主
席吕建中说。

“‘一带一路’传承古丝绸之路所创
造的文明交流、交往的精髓要义，为增进
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贡献出中国智
慧。”欧晓理说。

这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
国担当”——

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全球经济治理滞后，
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全球发展失
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面临
的矛盾和问题，亟待新的解决方案。

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
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
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
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
惠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
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
旨演讲，开出“药方”。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
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与这
一理念深度契合、一脉相承。

“‘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之一，是不
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促
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欧晓理说。

倡议来自中国
成果惠及世界

4月1日17时许，载有41车集装箱
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西安港，一路向西
奔向9312公里之外的匈牙利首都布达
佩斯。约17天后，来自中国东部浙江义
乌的小商品将抵达这座欧洲古城，进入
东欧市场。

车轮和钢轨撞击发出的叮叮声，仿
佛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声穿越千年岁月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
3000多列，沿线各国迎来加强国际合
作、发展互联互通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取得
的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形
成了空前的强烈共鸣和广泛共识。不同
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治理模
式的国家都能从中发现促进自身发展的
机遇。”史育龙说。

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通，命运与
共。“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把中国机
遇转化为世界机遇、促进中国与世界共
同发展的宏伟构想。

“共商、共建、共享，分别解决了怎么
建、谁来建、为谁建的问题，这是‘一带一
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奥秘
所在。”欧晓理说，“共商，‘一带一路’注
重和他国发展战略的对接，考虑沿线国
家利益关切，尊重他国治理模式的选择，
追求发展最大公约数；共建，将沿线国家

利益、命运和责任紧密相联，注重第三方
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享，
追求互利共赢，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大势所趋、水到渠成。3年多以来，
“一带一路”初步完成规划布局，正在向
落地生根、精耕细作、持久发展阶段迈
进，一批早期收获成果喜人。

——“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
大。中国与澳大利亚同意深入推进中方

“一带一路”倡议与澳“北部大开发”计划
以及两国创新战略对接合作；中国与新
西兰签署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
的安排备忘录；《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
划纲要》启动实施……

——互联互通推进迅速。连点成
线，织线成网，以中巴、中蒙俄等经济走
廊建设为标志，基础设施等领域取得一
批早期收获。中欧班列贯通欧亚，匈塞
铁路、雅万高铁开工建设，中国－东盟信
息港进展顺利，瓜达尔港正式开航……

——产能合作全面推进。中国同近
20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开创
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合作新模式，一大
批重点项目落地生根；中国企业已在沿
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
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
增加了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
岗位……

——贸易往来日益紧密。2016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
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增速超过中国对
外贸易的总体增速；中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145亿美元……

——金融支撑基本到位。中方发起
的亚投行开业运营，成员总规模达70
个；丝路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已正式启动，
实际拨付投资金额已达53亿美元……

倡议来自中国，成果惠及世界。3
年多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断推进，越来越多
国家和地区受惠于这一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的理念和实践。沿线发展中国家更
是从中获得跳跃式发展的宝贵机遇。

“中国鞋业大亨计划使埃塞俄比亚
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埃塞俄比亚通讯
社今年3月的一则报道称。

2011年底，中国制鞋企业华坚集团
进入埃塞俄比亚设厂。截至目前，已在
当地安置就业6000人，累计出口创汇
8000万美元。

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说，在“一带
一路”建设大潮下，华坚国际轻工业城项
目已启动建设，预计总投资20亿美元，
2020年建成后将解决当地就业3万至5

万人，出口创汇额达20亿美元。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

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
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习近平
总书记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鼓舞人心。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在以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时代，‘一
带一路’建设为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新
的哲学思维。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精
髓所在，也是其‘道’的重要体现。”中国
科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
卫东说。

承载世界期盼
共绘美好蓝图

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几经周折抵
达当时的明王朝都城北京，带来了世界
地图。

四个世纪后，北京再次辉耀“丝绸之
路”的时代印记。一个月后，“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召开，走近世界
舞台中心的中国，将与各国共襄盛举，开
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航程。

“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
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强盛。”“我们要保
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树立全球
视野，更加自觉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全面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以
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2016
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一带一路”建设正处在全面推进的
关键节点，这将是一次总结过去、规划未
来的盛会。

“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提出3年
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是今年我国
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对推动国际和地
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负责高峰论坛筹
备工作的杨洁篪国务委员说。

——全面总结“一带一路”建设的积
极进展，展现重要早期收获成果，进一步
凝聚合作共识，巩固良好的合作态势；

——共商下一阶段重要合作举措，
进一步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
化伙伴关系，实现联动发展；

——在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结
构调整的同时，推动国际合作，实现合作
共赢。

“‘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吸引力在
于不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更使参与国

受益良多。这次高峰论坛将成为崭新的
起点。”西班牙驻华大使瓦伦西亚说。

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
这将是一次有助于冲散经济低迷的阴
霾、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更多正能量的
盛会。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碎片化”
的矛盾凸显。但与此同时，在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双边和
多边、区域和全球合作势头渐起，各国都
将其视为发展的重要抓手。

中国将高峰论坛主题设定为“加强
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
展”，议题以“五通”为主线，围绕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产业投资、能源
资源、金融支撑、人文交流、生态环保和
海洋合作等重要领域进行讨论。各国领
导人参加的圆桌峰会是高峰论坛的重
点，主要讨论两个议题：一是加强政策和
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伙伴关系；二是推进
互联互通务实合作，实现联动发展。

“这些主题和议题针对当下形势和
挑战，突出国际合作，突出联通，突出对
接，与各方普遍关注的议程高度契合。”
杨洁篪说，“我们要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找到打破困境、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这将是一次务实高效的盛会，将为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开启新征程。

高峰论坛预计在扩大国际合作共
识、推进重点领域务实合作、规划长远合
作愿景等3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一批重
大项目、合作协议和一些中长期重大举
措有望推进；各方将探讨建立长效合作
机制，规划符合共同利益的发展蓝图。

“高峰论坛将进一步凝聚共识，有利
于增强国际社会对共建‘一带一路’及全
球化本身的信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
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说。

承载世界期盼，5月的北京之约，
“一带一路”将再启征程，这是中国的机
会，更是世界的机遇。

史育龙说，由于沿线国家国情条件
和利益诉求不同，让“一带一路”倡议落
地扎根、开花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要
一个一个项目抓，一步一步向前走，让参
与各方在合作中有实实在在的收获，不
断增强‘一带一路’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中国期待同各方一道，
通过主办高峰论坛，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深化地区合作
打造更坚实的发展基础，创造更便利的
联通条件，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举“中国方案” 践大道之行
——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倒计时一个月之际

广告

受资产公司委托，定于2017年4月28日上午10点在我司拍
卖大厅拍卖位于海口市民生西路28号悠生海华小区地下停车库
12-26号、21-59号、63-103号共85个停车位，参考价15万元/
个，保证金5万元，一、拍卖地点：海口市紫荆路11号紫荆花园1区
2栋20B号房；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日起
至2017年4月27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三、收取
保证金时间：2017年4月27日17:00前；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
金单位名称：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南
省分行营业部；账号：21-100001040001981；四、缴款用途须填
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五、特别说明：1、已经
在本小区购房的业主具有优先购买权，未参加竞买的业主视同放
弃优先购买权。2、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产权过户手续由买受人
自行办理，过户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联系人：高先生
0898-68529016 18789265668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0428期） 招标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土地整理项目剩余工程量施工公开

招标。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

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

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

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其余详见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

务中心网站。项目概况：详见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

站。工期：180日历天；有意者可于2017年4月11日至 2017年4

月18日在http://218.77.183.48/site/ 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招

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本项目具体信息详见海南省

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站，招标代理机构：海南君诚工程监理

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先生18389889606。

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公告
海 南 韵 达 吴 记 餐 饮 管 理 有 限 公 司（纳 税 识 别 号 ：
91460100395608642M）

现将《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税务事项通
知书》（龙华三局国税通[2017]1780号）公告送达。

事由：责令限期缴纳税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

六条第二款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
依法做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

2017年4月14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紫荆路9号国税大厦7楼
联系电话：0898-68536097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四稽告字[2017]3号

海南汭润药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056406，法
定代表人：符国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我局对你公司的税收违法
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证登记地
址经营，相关涉税文书无法送达，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
书》（琼国税四稽罚告[20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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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
号8604室。联系人：葛兆波、袁旭；联系电话：0898-66792157

加油站油罐清洗框架招标文件
招标项目：加油站油罐清洗（以机械清罐为主）
招标人：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项目概况：我公司自营和控股加油站的油罐清洗作业（约

1018个），单罐容积不等，主要以20和30立方米为主。油罐清
洗周期原则上为每3～5年清洗一次。

投标人资格要求：参加投标的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具备有效的加油站油罐清洗资质和能力，必须具备机械清罐、人
工清罐的作业能力；参加投标的单位具有危废品运输资质或提
供有效的具有危废品运输资质的第三方的委托协议；参加投标
的单位具有在石油石化系统加油站油罐清洗业绩且没有发生过
等级安全环保事故。

招标文件的获取时间：2017 年 4 月 14 日至 19日
（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00至17:00时，在海口市滨海大道
163号中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办公大楼613室报名。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投标截止时间为 2017年 5 月11日9:00分，地址：海口

市滨海大道163号中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办公大楼 601 室。
联系人：龚女士 电话:0898-68680034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5）龙执字第2723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5）龙执字第2723-1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5月17日10时至2017年5月18日10时
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第二次）：一、位于
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环市三西路南侧悦华嘉园9号楼1、2、3、4号
铺面（1-2层），面积 347.46 平方米，评估价 289.3 万元，起拍价
1851520元，保证金40万元；二、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环市三
西路南侧悦华嘉园2号楼1、3、4、5、6、7、9、10、11号铺面（1-2层），
面积1048.72平方米，评估价846.95万元，起拍价：5420480元，保
证金100万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4月20日起至2017
年5月16日16时止接受咨询（节假日除外）；有意者请与委托法院
联系统一安排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5月18日10：00时前
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
定各自承担；（3）标的所欠物业、水、电、燃气费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咨询电话：0898-66784761 66784187（林法官）法院监督电
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7年4月10日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万宁市太阳河温泉旅游
度假区太阳河大道工程项目迁移坟墓的通告

为切实做好万宁市太阳河温泉旅游度假区太阳河大道工程
项目用地清表工作，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决定对太阳河大道
工程项目用地范围内所有的坟墓进行迁移。现就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一、清理范围。项目起点位于G223国道197.3km牛漏中
桥处，路由走向自北向南，经国营东和农场、长丰镇、礼纪镇和兴
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终点连接莲兴路（兴隆华侨农场41队收胶
站）的用地范围内，总面积512亩（具体准确范围以项目用地勘
测定界图为准）。二、凡对上述范围内有坟墓的个人，请自本通
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所在地政府或农场对接搬迁事宜，逾
期不搬迁的，视为无主坟予以处理。

特此通告。
联系人：礼纪镇政府 吉兴导18907526628

东和农场 王开虎13976068736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4月14日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平海•逸龙湾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批前公示

平海•逸龙湾项目位于文城镇清澜开发区高隆湾，建设单位为
文昌平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用地面积258830平方米（约
388.24亩），于2010年2月21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
批建规划方案指标：总建筑面积375928.4平方米，容积率1.496，建
筑密度19.6%，绿地率53.5%，停车位740个。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
修建性详细规划，主要调整内容为：1、调整建筑单体外立面，由围合
型建筑调整为半围合型；2、调整户型设计，具体内容详见附图。调
整后规划方案指标为：总建筑面积 430713.86 平方米，容积率
1.496，建筑密度19.58%，绿地率53.55%，停车位740个，以上规划
指标符合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项目规划调整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17年
4月14日至4月28日）；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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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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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郑治贤。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4月14日

招 商 公 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二

块，共129亩，厂房10000平米，其他建筑1500平

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

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厦12楼经管办领

取该项目的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翁先生：13322095818；

李先生：13807598528；

韩先生：15208958697；

电话：0898-66810056。

废PS版出售招标公告
我公司现有废PS版出售，年产量约有40吨，欢迎有

意向进行投标的单位或个人到我公司领取投标文件。

领取时间:即日起至4月18日止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五楼

联系电话：0898--66810760潘女士

13876700807林先生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
恢复拍卖公告

本公司原刊登于2017年3月11日《海南日报》的拍卖公

告，拍卖标的为海南通什环海有限公司债权及担保权利，因

故暂停拍卖。现恢复拍卖，拍卖时间定于2017年4月17日

上午9:30，其他事项不变。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

电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