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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地应用于发展医疗卫生用地
项目，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亩，年产值均不低于
350万元/亩，年度税收贡献率不低于35万元/亩，项目达产年限
为5年；2、该宗建设用地若为社会投资项目，不强制要求使用装
配式建筑建设，但鼓励其使用装配式建筑建设。三、竞买事项：
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
得参加本次竞买），不接受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申请竞买人须取
得医院医疗许可证且连续营业三年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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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宗地竞得人
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与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办理土地有偿出让，并严格按照签订文件约定内容
进行开发建设。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
土地挂牌出让：（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
及时改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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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3、申请人可于2019年5
月31日至2019年6月21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
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
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4、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2019年6月24日16:00（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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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4日
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
准）。5、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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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挂牌时间：2019年6月15日上午9:00至
2019年6月25日上午10:00（北京时间）。7、挂牌时间截止时，
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
定竞得人。8、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
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9、该宗地属市政
府存量建设用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
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
土壤环境质量。该宗地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
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10、挂
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
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11、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
部分。联系人：郭先生 黄女士。联系电话：0898-
65303602、23883393 65203602。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www.
hnlmmarket.com/ 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4日

地块名称

儋州市北部新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F04-01-01地块

宗地面积

9.121亩
（6080.66m2）

土地用途

医疗卫生
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8

建筑密度：≤25%
建筑限高：60米
绿地率：≥40%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元/m2）

768

竞买保证金（万元）

466.99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自然资公告【2019】3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于儋州市北部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F04-01-0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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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美兰土资字[2019]327号

张家福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相关材料向我局申请国有
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南街道上
坡村一巷16号，宗地四至为:北至巷道，南至上坡村二巷4号用
地，东至上坡村一巷17号黄斌用地，西至上坡村一巷15号用
地。土地总面积为45.31平方米，为国有土地，拟将该宗地使用
权权属确认给张家福。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天内，以书
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
不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
行确认。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
2019年5月16月

联系人：林先生，电话：65363989

招标人：海南省发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1. 主
要 分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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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2. 主
要 材
料 清
单

1号楼~11号楼及地下室（2项）

1号楼~11号楼（1项）
2号楼~11号楼（1项）
7号楼~8号楼及地下室（1项）

7号楼~8号楼（2项）

7号楼~11号楼及地下室（1项）
8号楼（1项）

地下室（6项）

1号楼~11号楼及地下室相同材料
（4项）
1号楼~11号楼
（3项）相同材料
2号楼、4号楼、5号楼、7号楼、8号
楼、9号楼、11号楼相同材料（1项）
1号楼~6号楼，9号楼-11号楼相
同材料（1项）
1号楼~3号楼、地下室材（1项）

地下室相同材料（4项）

3号楼（1项）

1.现浇混凝土钢筋III级螺纹钢制安 φ25内（带肋钢筋HRB400以内 直径≤φ25mm）；2.有
梁板（泵送商品混凝土，C35混凝土）。
瓦屋面（木顺水条30*30(h)@500，木挂瓦条30*30(h)中距按瓦规格，陶瓦挂瓦陶瓦挂瓦）
矩形梁（泵送C35商品混凝土）
短肢剪力墙（泵送商品混凝土，混凝土强度等级:C50混凝土）
1.空调室内机（空调室内机VRF(I)-4.5，制冷量：4.5kW，制热量：5kW，风量：690m3/h，机外静
压：10-45Pa，参考功率：40W，噪声：≤34dB(A)，吊顶）；2.防火阀（型号:70℃，160×120，手动）
电力电缆（铜芯电力电缆，WDZA-YJY-2*6+E6，室内桥架或穿管敷设）；
电梯（地下1层，地上10层，11站）
1.预制钢筋混凝土管桩（高强预应力管桩PHC桩（AB），桩外径、壁厚:600mm；混凝土强度
等级:C80）；2.满堂基础（含相连桩承台）（泵送商品C35混凝土，P6+0.2MPA，阻绣型复合纤
维抗裂剂掺量为水泥量12%；3.地下室底板卷材防水（4+4厚耐盐碱型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
卷材）；4.镀锌钢板通风管道（双面等厚热镀锌钢板，矩形，长边长≤2000mm，1.2mm）；5.除尘
设备（油网除尘器，LWP-D型，风量:1000 m3/h,最大阻力:80Pa.）；6.柴油发电机组（应急
柴油发电机组(风冷)，600kW/800kVA(常用)，检查接线、系统调试）

1.HRB400以内 φ10以内钢筋；2.C20预拌细石混凝土；3.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4.中砂；

1.瓷质波形瓦无釉,规格：150*150*9；2.氟碳喷涂铝合金型材；3.TP10Low-E+12A+TP10
中空玻璃
单扇木门

1.带铝箔离心玻璃棉板（不燃型夹筋防潮铝箔复面的离心玻璃棉板）

1.中厚钢板(Q345B)
1.4厚耐盐碱型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2.4厚SBS改性沥青耐根穿刺防水卷材；3.铜芯电
力电缆(WDZA-YJY-4*240+E120)；4.干式变压器(SCBH15-2000kVA,yn11)
冷水机组(涡轮式，功率：254KW，制冷(热)形式:R410A，制冷量:783KW)

关于中共海南省委党校（海南省行政学院、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新校区建
设项目施工总承包招标中主要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及主要材料清单的公告

项目位于江东新区，江东大道以北、滨海路以南、东至规划路，西临现状水系。项目总建筑面积：177435平方米，其中地上118639
平方米，地下58796平方米，地下室设人防面积5988.5平方米等组成。项目总建筑面积：177435平方米，其中地上118639平方米，地下
58796平方米。现公告参与评标的15项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和15项主要材料。若由于招标时间的变化而导致基准价格发生变化，以
招标文件为准。

一、项目概况：屯昌城北新区省级储备地块围栏（墙）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位于屯昌县屯城镇，现向社会征选该施工项目监理单位。

二、征选要求：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2、具备良好信誉；3、具备房屋

建筑工程监理乙级资质（含）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资

质（含）以上或公路建设工程乙级资质（含）以上；4、不接受分包、转

包，不接受联合申请；5、监理费用原则上不超过人民币5.3万元。

三、报名材料要求：1、报价函；2、项目负责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3、公路、

建筑、市政工程监理业绩；4、监理方案（以上材料核原价，收盖章复

印件）。四、报名时间：2019年5月30日下午17:00前；上午8:30-

11:30,下午15:00-17:00。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规

划展览馆3楼。联系人：陈工，0898-65236159

公开征选监理单位公告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2019年5月24日

公 告
中跃建设（海南）有限公司及项目负责人赵兰英女士：

我司与贵司代表（负责人）赵兰英女士签订的〔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红毛镇镇墟、新伟农场外立面改造工程〕的钢结构项目承
包合同。我司于2019年4月10日给贵方下达了工程复工令，至
今贵司未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多次通知，未见贵司回复，且贵司项
目负责人赵兰英女士联系不上。特此公开公告：

中跃建设（海南）有限公司及项目负责人赵兰英女士，望其见
报七日内，联系我司项目负责人，解决处理工程项目相关事宜；如
贵司及该项目负责人逾期不作为，我司将被迫单方面解除合同，
由此引发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由贵司及该项目负责人承担。

海南诚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原华诚博远(海南)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海口市龙华区2019年
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小学教师通告

经龙华区政府同意，我局面向全国公开招聘财政预算管
理事业编制小学教师150名。

具体详情请登录龙华门户网站（网址 http://lhqzf.
haikou.gov.cn），

报名时间：2019年5月31日8：00至6月6日17：00，逾
期不受理，

咨询电话：0898-66568646。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

2019年5月24日

因G98环岛高速万泉河大桥病害应急处置施工的需要,为保
障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施临
时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9年5月27日至2019年8月4日
二、管制路段
G98环岛高速公路琼海段K79+700至K80+700段万泉河大桥
三、管制方式
为确保施工安全,根据施工需要,除了以下两个时间段间断

性实行分流绕行的管制外,其他时间均交替封闭万泉河大桥单幅
应急车道或第二行车道施工,未封闭的车道正常通行。具体分流
绕行方案如下:

(一)2019年6月10日至6月25日,间断性封闭万泉河大桥左
幅(三亚往海口方向)施工,途径车辆从白石岭互通下高速后实行

分流,其中：1.所有货车及七座以上客运车辆从白石岭互通下高速
→G223国道→琼海互通上高速往海口方向行驶;2.七座以下(含
七座)小型车辆从白石岭互通下高速→万石转盘处调头→白石岭
互通上高速往海口方向行驶。(二)2019年7月10日至7月25日,
间断性封闭万泉河大桥右幅(海口往三亚)施工,途径车辆从琼海
互通下高速后实行分流,其中：1.所有货车及七座以上客运车辆从
琼海互通下高速→G223国道→白石岭互通上高速往三亚方向行
驶；2.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车辆从琼海互通下高速→银海路调头
→琼海互通上高速往三亚方向行驶。

请途径车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交通
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5月21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万泉河大桥病害应急处置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
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
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
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
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
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

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

意见指出，分级分类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国家、省、市县编制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各地结合实际编制乡镇国
土空间规划。

意见明确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编制重点。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是对全
国国土空间规划的落实，指导市县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侧重协调性，由省级

政府组织编制，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
议后报国务院审批。市县和乡镇国土
空间规划是本级政府对上级国土空间
规划要求的细化落实，是对本行政区
域开发保护作出的具体安排，侧重实
施性。需报国务院审批的城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由市政府组织编制，经同
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后，由省级政府报
国务院审批；其他市县及乡镇国土空
间规划由省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明

确规划编制审批内容和程序要求。各
地可因地制宜，将市县与乡镇国土空
间规划合并编制，也可以几个乡镇为
单元编制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

意见强调，强化对专项规划的指
导约束作用。海岸带、自然保护地等
专项规划及跨行政区域或流域的国土
空间规划，由所在区域或上一级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编制，报同级
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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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署名文章

外交部：

希望美方对“重回谈判桌”
的态度是认真的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记者侯晓晨）在
23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段时间
接连有报道称，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等中国科技
企业面临来自美国的技术供应限制措施。外界普
遍猜测这是美方加大向中方施压的手段。与此同
时，美财长姆努钦又表示，美对与中方举行新一轮
磋商持开放态度，希望美中能重回谈判桌。中方
对继续进行中美经贸磋商的可能性持何看法？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说：“我们多次说过，中方
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磋商要有意义，就必须要
抱有诚意。一个好的协议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希望美方对‘重回
谈判桌’的态度是认真的。”

这是在2019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
周主场所展出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模型（5月21
日摄）。 新华社发（任超摄）

高精尖科技“闪耀”科技活动周

5月23日在青岛拍摄的我国时速600公里
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5月23日10时50分，我国时速600公里高
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这标志着我国在高
速磁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新华社发

我国时速600公里
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

为优化我区教师队伍结构，促进我区教育事业均衡发展，

我区决定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小学教师80名，幼儿园教师95

名。被聘用人员纳入财政预算事业编制管理，享受国家事业

单位同等在编在岗教师待遇。详情请登录海口市秀英区人民

政府门户网站（网址：http://xyqzf.haikou.gov.cn）查询。

咨洵电话：0898一68620969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19年5月24日

海口市秀英区2019年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公告

我国将试行大中型客货车
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记者
王茜）6月1日起，我国将试行大中型
客货车驾驶证省内异地申领。

2015年，我国放开大中型客货车
驾驶证异地考领，考生可以在户籍地或
者居住地学习报考驾驶证。但是，异地
申请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仍需提交
居住证或者暂住登记凭证。为此，公安
部试行放宽大中型客货车省内异地申领
条件，推行持身份证省内“一证通考”。

我国将推行小型汽车
驾驶证异地分科目考试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记者
王茜）6月1日起，小型汽车驾驶证可
以异地分科目考试。这是记者23日
从公安部获悉的。

据介绍，现阶段报名申领驾驶证，
在参加部分科目考试后，由于工作、学
习、生活等原因需要到外地去居住，后
续考试无法正常进行。通常是，将原有
考试成绩作废，在现居住地重新申请、
重新考试，或者专程返回原考试地继
续考试，多次往返奔波。对此，公安部
在推进考试成绩全国联网基础上，推
行小型汽车驾驶证异地分科目考试。

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
人们之所以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常
常是因为自己的愚蠢。那些身体已
进入21世纪，但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
维、零和博弈旧时代的美国政客，正
在为这一论断提供新的例证。一段
时间以来，他们轮番叫嚣“在太空竞
争中打败中国”“中国窃取美国知识
产权”等论调，还与史蒂夫·班农等过
气政客一唱一和，编造“中国想成为
全球霸主”的说辞，仿佛对美国来说

“天就要塌下来了”。
当前，零和思维顽症在美国决策

圈肆虐，一些人看到美国贸易有逆差
就肆意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看到别
国科技创新成果就污蔑别人是知识
产权小偷；看到“一带一路”的“朋友
圈”越来越大就打着“债务陷阱”幌子
四处造谣；看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
益提升就满世界污蔑中伤中国。

这些人不惜动用外交、经济乃至
军事资源，通过恐吓、制裁乃至战争
手段，试图达到“喂饱自己、饿死别

人”的丑陋目的。殊不知，这些鼠目
寸光的行为，非但不能让美国“再次
伟大”，只会让美国陷入严重自耗。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统计，从1982年到
1984年，美国对日本汽车行业实施贸
易制裁，美国汽车制造业减少6万个
工作岗位，成为里根总统任内美国失
业率最高时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
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在1945－
1969 年、1970－1989 年、1990－2000
年这3个时段，美国对外制裁的成功
率分别是 50%、31%和 29%。也就是
说，虽然美国对外制裁的次数在增
多，但制裁的作用却在递减。有的美
国学者甚至认为美国对外制裁的成
功率仅有5%。

在零和博弈的怪圈中走火入魔，
美国不断陷入战略困境，其种种做法
更是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普遍指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贸易专家威廉·赖因施指出，
如今的国际贸易是国家间的双赢合
作而非零和博弈，美国现行贸易政策

更像是17、18世纪重商主义政策的延
续，并不符合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现
实。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
授杰弗里·萨克斯看来：美国政府一
意孤行，采取“美国优先”的极端主义
政策，蓄意破坏国际规则，很可能让
美国“从二战后的世界领导者”变成

“21世纪的无赖国家”。对于美国政
府当前奉行的单边贸易政策，欧盟官
员直言：“贸易政策不是零和游戏，不
是输赢之争。欧盟相信，贸易能够而
且应该是双赢。”

公平竞争、共赢合作，本该是国际
社会的基本样貌。可悲的是，美国政
客只想着“你输我赢”。身为美国白宫
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的纳瓦罗，怂恿
美国人拒绝购买任何中国制造的商
品，还用科幻甚至恐怖小说的笔调丑
化中美关系。恰如《纽约客》的评论所
一针见血指出的，“这种观点不仅是简
单化的，更是错误和危险的”。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合作是双方
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有利于两国
和两国人民，还将对世界和平与繁荣
产生巨大作用，任何错误思维和战略
误判，都有可能引发全球连锁反应。

“中美贸易紧张已经影响了全球复
苏，并正在给投资与增长带来风险。”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的担
忧值得关注。

历史上，曾有一些人醉心于霸权
地位和垄断利益，把世界拖入热战、
冷战，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
难。正是由于经历过太多痛苦和磨
难，人类倍加珍视合作共赢、谋求共
同福祉、推进世界进步。当今世界，
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越
来越成为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
体，不是部分人反对部分人，而是所
有人需要所有人。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
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
前村。”中国的发展是为了让本国人
民过上好日子，也让世界各国人民都
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要与谁“零和博
弈”。这一代表了历史正义和世界潮
流的伟大进程，是谁都阻挡不住的。
历史经验一再告诉人们，用零和博弈
和冷战思维处理国际事务，其结果只
能是自废武功、自毁长城，让美国陷
入自己制造的“战略陷阱”。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公平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零和博弈必将失败

■ 钟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