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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翱翔的雄鹰，辽阔壮美的
草原，连绵起伏的山脉，生机勃勃的
绿洲。

盛夏的中亚，即将迎来尊贵的朋
友。6月12日至16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
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
的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在杜尚别举
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亚信会议）第五次峰会。

这是习近平主席刚刚圆满结束
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
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后，中国
面向周边地区的又一重大外交行
动。此访将在新形势下引领中吉、中
塔关系迈上新台阶，推动上合组织和
亚信在新起点上实现新发展，为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发
挥更大作用。

规划合作蓝图
奏响睦邻新乐章

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
启了中国与中亚人民友好交往的历
史。繁忙的古丝绸之路上，驼铃清脆，
马蹄声声，使团商队不绝于途。2000
多年来，中国与中亚人民互通有无、互
学互鉴、守望相助，为人类文明史留下
一段段佳话。

如今，在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
念指引下，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同包括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内的

中亚国家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中吉、中塔是名副其实的好邻居、好
伙伴、好朋友，互利合作亮点纷呈，
双方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面
临广阔发展前景。

访问吉、塔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分
别出席热恩别科夫总统和拉赫蒙总统
举行的欢迎仪式、会谈、签字仪式、欢
迎宴会等国事活动，同两国元首对中
吉、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展
作出新规划新部署，进一步夯实中吉、
中塔关系的政治基础，为中吉、中塔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描绘新蓝图，把双
方高水平政治互信转化为更多实实在
在的合作成果，增进民众福祉，助力各
自国家发展振兴，确保中吉、中塔关系
在新形势下实现更大发展。

从贸易、能源，到交通、电信，再到
人文、安全，中国与吉、塔两国的务实
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共建“一带一路”
为共同繁荣发展插上翅膀。一个个标
志性项目正改变当地民众的生活，学
习汉语、到中国留学已成为两国许多
年轻人的新选择。

从奥什医院投入使用、在比什凯
克建立先天性心脏病研究中心，到比
什凯克道路修复工程、为吉方加强安
保力量……中国援建的一个个项目
给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好处。

从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诸多领
域填补产业空白，到实现南北公路联
通以及全国电网统一……作为世界上
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在

与中国深化合作过程中，经济发展不
断获得蓬勃动力。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愿意
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
结合起来。

弘扬“上海精神”
携手共谋新发展

犹记得，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
会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上合组织
各方在青岛宣言中确立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一共同理念，成为这次峰会
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在这次历史性
盛会上，习近平主席的系列重要论
述，为“上海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
涵，开启了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的新征程。

时隔一年，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
人将聚首比什凯克。

此次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
主席将同各国领导人出席非正式欢
迎晚宴，集体合影，小、大范围会谈，
文件签字仪式，欢迎宴会等活动。
习近平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围
绕上合组织发展现状和前景以及重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深入
探讨当前形势下携手应对风险挑
战、共同促进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
的新思路新举措。中方将倡议继续
弘扬“上海精神”，就巩固上合组织
团结互信，深化政治、安全、经济、人
文、对外交往等领域合作提出倡议
和主张，与各方共同推动上合组织
实现新一轮发展。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同其他成
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比什凯克宣
言》，发表会议新闻公报，签署或批准
涉及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峰会期
间，习近平主席还将同与会的有关国
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18年风雨兼程，上合组织自成立
至今，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成长为世
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
域合作组织。

18年来，各成员国不断巩固团结
互信，创造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
精神”。上合组织成员国经受住国际
风云变幻的种种考验，不断深化政治、
安全、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合作，积极
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为促进地区和
平与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了
建设性作用。

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指出，比
什凯克峰会将翻开上合组织发展史上
新的一页，将为下一阶段发展提出新
任务。

共同展望未来
推进互信更深入

时光推移到5年前，中方开始担
任亚信主席国，成功举办上海峰会，倡
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
洲安全观，得到亚信各方一致高度评
价。去年9月，中方将主席国职责交
予塔吉克斯坦。

新形势下，成员国期待亚信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
和发展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此次亚信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
将同各国领导人出席集体合影、领导
人会议和欢迎宴会等活动。峰会主题
为“共同展望：为了一个安全和更加繁
荣的亚信地区”。中方将倡议着眼地
区形势发展变化，继续践行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深入推进
亚信各领域信任措施合作。峰会将通
过并发表宣言。

亚信会议成立27年来，为各方增
进沟通、深化互信、加强合作发挥了积
极作用。近5年来的事实表明，亚洲
安全观符合地区特点，坚持和发扬了
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
的亚洲方式，有助于凝聚共识、促进对
话、加强协作，有助于构建具有亚洲特
色的安全治理模式。

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哈萨克
民族大学教授穆萨塔耶夫评论说，中
国关注地区安全局势，积极参与区域
安全合作架构的建设，在互利互信的
基础上力保地区稳定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今天的亚洲，和平稳定是大势
所趋，发展繁荣是人心所向。亚洲国
家希望加强对话与合作，把握机遇并
共同应对地区和国际社会面临的风险
与挑战。

人们也相信，中方将在这一进程
中，继续携手各方，为更加和平繁荣的
亚洲和世界，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不断贡
献智慧和力量。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记者周
良 韩墨)

规划睦邻合作新发展 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
孙奕）外交部10日举行中外媒体吹
风会。外交部副部长张汉晖介绍国
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
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
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有关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

张汉晖表示，习近平主席将于6
月12日至16日对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比
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在杜尚
别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
会议第五次峰会。面对国际形势风
云变幻，中国同包括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关系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中吉、中塔是名
副其实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双方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面
临广阔发展前景。访问吉、塔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分别出席热恩别科夫
总统和拉赫蒙总统举行的欢迎仪
式、会谈、签字仪式、欢迎宴会等国
事活动，同两国元首对中吉、中塔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展作出新规
划新部署，进一步夯实中吉、中塔关
系的政治基础，为中吉、中塔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描绘新蓝图，把双
方高水平政治互信转化为更多实实
在在的合作成果，增进民众福祉，助
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确保中吉、中
塔关系在新形势下实现更大发展。

张汉晖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18年来，不断巩固团结互信，深化各

领域互利合作，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
事务，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去年6月青岛峰会以来，成员国认真
落实会议成果，推动上合组织得到新
的发展。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
主席将同各国领导人出席非正式欢迎
晚宴，集体合影，小、大范围会谈，文件
签字仪式，欢迎宴会等活动。习近平
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围绕上合组
织发展现状和前景以及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交换意见，深入探讨当前形势
下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同促进安全
稳定和发展振兴的新思路新举措。中
方将倡议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就巩
固上合组织团结互信，深化政治、安
全、经济、人文、对外交往等领域合作
提出倡议和主张，与各方共同推动上

合组织实现新一轮发展。峰会上，习
近平主席将同其他成员国领导人签署
并发表《比什凯克宣言》，发表会议新
闻公报，签署或批准涉及多个领域的
合作文件。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
将同与会的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
会见。

张汉晖指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
任措施会议成立27年来，为各方增
进沟通、深化互信、加强合作发挥了
积极作用。2014 至 2018 年中方担
任亚信主席国期间，认真履行职责，
成功举办上海峰会，倡导践行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得到亚信各方一致高度评价。去年
9月，中方将主席国职责交予塔吉克
斯坦。新形势下，成员国期待亚信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为促进地区安

全稳定和发展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亚信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
国领导人出席集体合影、领导人会
议和欢迎宴会等活动。本次峰会主
题为“共同展望：为了一个安全和更
加繁荣的亚信地区”。中方将倡议
着眼地区形势发展变化，继续践行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深入推进亚信各领域信任措施合
作。峰会将通过并发表宣言。

张汉晖强调，相信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习近平主席访问吉、塔两国并出
席上合组织和亚信峰会一定会取得圆
满成功，必将在新形势下引领中吉、中
塔关系迈上新台阶，推动上合组织和
亚信在新起点上实现新发展，为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
更大作用。

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就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

——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和亚信峰会之际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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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20年后

我国正式公布
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备受关注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10日正式
公布，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

条例所称人类遗传资源包括人类遗传资源材
料和人类遗传资源信息。

据悉，此次公布的条例共6章、47条，是在
1998年制定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施
行经验基础上，从加大保护力度、促进合理利用、
加强规范、优化服务监管等方面对我国人类遗传
资源管理做出的规定。

条例规定，国家开展人类遗传资源调查，对重
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人类遗传资源实行申报登
记制度。外国组织及外国组织、个人设立或者实际
控制的机构需要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科学
研究活动的，采取与中方单位合作的方式进行。将
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对外提供或者开放使用的，应当
备案并提交信息备份，可能影响我国公众健康、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通过安全审查。

条例明确，国家支持合理利用人类遗传资源
开展科学研究、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提高诊疗技
术，提高我国生物安全保障能力，提升人民健康保
障水平；对利用人类遗传资源开展研究开发活动
以及成果的产业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
关规定予以支持。

条例指出，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
遗传资源，不得危害我国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
公共利益，应当符合伦理原则，保护资源提供者的合
法权益，遵守相应的技术规范。开展生物技术研究
开发活动或者临床试验，应当遵守有关生物技术研
究、临床应用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专家表示，人类遗传资源就如同人类的“生命
说明书”。时隔20年后正式公布的人类遗传资源
管理条例，为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提供了新的
法制遵循，意味着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进一步
迈入制度化轨道，接下来将着力在资源保护管理
及开发利用方面建立良好、恰当的平衡，保护利用
好人类“生命说明书”。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博览会
在青岛开幕

据新华社青岛6月10日电 在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举办一周年之际，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博览
会10日在青岛开幕。本次博览会是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的重要板块之一，由博鳌亚洲论
坛、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持续到6月12日。

广告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
年6月12日00:00-06:00对南海云平台网闸设
备进行安全补丁升级，期间不影响业务。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拨打
政企客户服务热线68722222或10000+9后进
行咨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6月11日

关于《琼海市长坡镇总体规划修编（2018-
2030）》及《琼海市长坡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琼海市长坡镇烟塘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公示
《琼海市长坡镇总体规划修编（2018-2030）》及《琼海市长坡镇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琼海市长坡镇烟塘墟控制性详细规划》已
编制完成，规划范围为长坡镇行政管辖范围204平方公里及“多规
合一”划定的镇区2030年城镇开发边界为依据。本次长坡镇区规
划用地范围为307.24公顷（含城镇建设用地227.63公顷，发展备用
地41.41公顷）；烟塘墟规划用地范围为36.02公顷（含城镇建设用地
22.79公顷、发展备用地9.43公顷）。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
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日（6月10
日—7月10日）。2、公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
qionghai.hainan.gov.cn）,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1529252406@qq.com;（2）书面意见
请寄到琼海市长坡镇人民政府；地址：琼海市长坡镇；邮编：
571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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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13876277199 联系人：何敦书

琼海市长坡镇人民政府 2019年6月6日

送达公告
黄占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国务院令第362号）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向您本
人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保亭税保城通〔2019〕
1002685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限您于收到本公告书5日内到我局办税服务
厅办理税款金额为8851.74元、9109.55元的两笔契
税退税业务。

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
2019年6月11日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项目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外
环南路与万泉河路交叉口北侧和南侧。用地总面积为275022.7平方米（约
412.53亩），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为217448.97m2（其中计容建
筑面积122358.73m2）,容积率0.44，建筑密度33.9%，绿地率40.0%，机动车
停车位1849个。文体板块一期项目为大剧院、体育场和体育馆，二期项目为
游泳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图书馆。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
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6月11日至6月19
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
cn/zfxxgkzl/bgt/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
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金海北路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
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10日

关于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建设项目
（文体板块一、二期）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190611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6月20日10:00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16405.5m3天然砂（中砂）,拍卖单价300元/m3。
1、天然砂10000m3，竞买保证金30万元；2、天然砂1500m3，竞

买保证金5万元；3、天然砂1000m3，竞买保证金5万元；4、天然砂
1000m3，竞买保证金5万元；5、天然砂1000m3，竞买保证金5万元；
6、天然砂1005.5m3，竞买保证金5万元；7、天然砂500m3，竞买保证
金3万元；8、天然砂300m3，竞买保证金3万元；9、天然砂100m3，竞
买保证金3万元。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6月19日止；展示地点：文昌市
龙楼镇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英迪格滨海酒店项目；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年6月19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账户（户名:海南天悦
拍卖有限公司；账号:2201020319200019762；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
海口新华支行营业部）。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请凭有效证件到我
司办理竞买手续。网址：www.hntianyue.com；电话：15607579889
王先生；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市商业中心旺铺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对下列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9年6月28日上午10：
00。2、拍卖地点：海口市海秀东路15号海南鸿运大酒店6楼会议
室。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
6月27日17：00止。4、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
座3楼。5、缴纳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6月27日12：00前到账
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
户行：工行海口义龙支行；账号：2201 0208 0920 0042 968。7、缴款
用途处须填明：20190628拍卖会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
缴纳）。8、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
自行办理，标的1的相关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标的2、3、4的相关
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电话：66533938 ；18289655888

序号
1
2
3
4

标的
海口市明珠路置地花园临街商铺
海口市南宝路一层临街商铺
海口市南宝路二层商铺
海口市南宝路三层商铺

面积（m2）
496.68
365.57
1037.81
1037.81

参考价
1.511万元人民币/m2

2.9万元人民币/m2

2.1万元人民币/m2

1.5万元人民币/m2

竞买保证金
75万元人民币
110万元人民币
220万元人民币
160万元人民币

琼海市潭门镇人民政府关于《琼海市潭门镇总体规划修编（2018-
2035）》、《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周边地区暨潭门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及城市设计》及《琼海市潭门镇福田墟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公示
《琼海市潭门镇总体规划修编（2018-2035）》、《中国（海南）南

海博物馆周边地区暨潭门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城市设计》、《琼
海市潭门镇福田墟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编制完成，潭门镇镇域
行政辖区范围96.4平方公里及“多规合一”确定的潭门镇区、潭门海
洋经济产业园区城镇开发边界为界，规划范围为367.04公顷。福田
墟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范围以“多规合一”开发边界为界，规划
面积为48.24公顷。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个自然日（2019年6月11
日至 2019年 7月 11日）2.公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政府门户网
（http://qionghai.hainan.gov.cn）、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804355687@qq.com（2）书
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潭门镇人民政府规建所。地址：海南省琼海市
潭门镇加潭街1号镇政府大院规建所；邮编：571431。（3）意见或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
建议真是有效，便于镇政府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是姓名和联系
方式。4.咨询电话：62768241，联系人：肖秋云

琼海市潭门镇人民政府 2019年6月10日

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内出口商场整体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6HN0082

受委托，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内出口商场整体进行公开招商，现
发布招商公告如下：1、项目简介：天涯海角游览区位于海南省三亚市
天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及海南省著名旅游景区，景区游客众
多，商场位置优越。本次招商商场位于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出口处，
含一至二层，总建筑面积为 5580.54m2，其中第一层建筑面积为
3502m2，第二层建筑面积为2078.54m2。商场主要经营知名跨境购品
牌、化妆品、珠宝等旅游产品，经营品类和风格要够时尚、上档次、有
特色、满足游客需求，以中高端消费为主。承租方竞得后需投入不低
于3000万元对商场进行装修。商场原租赁合同已到期，仍在继续经
营。2、租赁期限及租金：租赁期限为五年。挂牌底价为600万元，以成
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前两年租金不变，第三年起年租金在上一年基础
上递增 5%。3、招商方式：通过海南产权交易所市场平台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意向承租方，采用“综合评审+网络竞价”的方法确定最终承租
方。通过综合评审的方式确定候选方，候选方再进行网络竞价，以

“价高优先、依次递接”原则确定最终承租方。4、公告期：2019年6月
11日-2019年6月24日。对承租方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4 黄小姐、
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
电话：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