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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海油新能源东方风电有限公司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海油新

能 源 东 方 风 电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7681169863M)于2019年8月15日经股东决定解散并
清算，现已由徐娟、弥庆涛、关书强、潘晓、林芳欢等五人组成清算
组，徐娟任清算组组长。

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并办理
债权登记手续。申报时，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
料。联系人：林芳欢。联系电话：18889595917。联系地址：海南
省东方市八所镇利民路西六巷8号。特此公告。

中海油新能源东方风电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8月16日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8月21日00:00－04:00对无线VPDN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

区的无线VPDN用户上网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中标公示
1、项目名称：陵水县提蒙洋大路洋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施工
2、开标时间：2019年8月15日10:30
3、中标候选人：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中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

价格：21499070.42元，项目经理：张颢，证书编号:琼246151607064；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省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格：
21529613.59元，项目经理：王朝富，证书编号:琼246171801333；第三
中标候选人：海南晟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格：21446801.03元，
项目经理：冯启桔，证书编号:琼246111202740；

4、公示期：2019年08月16日至 2019年08月20日
5、详细内容请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海南省）（http://zw.

hainan.gov.cn/ggzy/）查询。
6、招标代理：河南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7、联系人：舒工；联系电话：0898-65323961

2019年08月16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美台立交至白莲立交段路面
病害修复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美台立交至白莲立交路面病害应急修复施工的
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10月31日，每日作业
时间为8:30至16:00，周末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期间及假期前一日不
作业。二、管制路段：G98环岛高速公路K537+600至K578+000美台
立交至白莲立交局部路段。三、管制方式：管制期间，管制路段采取分
两个方向（路段）沿行车方向滚动式封闭作业路段（500米）的第二行车
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行车道正常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如下：（一）
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10月23日，对G98环岛高速公路K537+
600至K577+280局部路段右幅（临高往海口方向）进行管制。（二）
2019年10月24日至2019年10月31日，对G98环岛高速公路K574+
840至K538+450局部路段左幅（海口往临高方向）进行管制。请途经
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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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根据《儋州市鹿母湾林场考勤出差和节假日值班管理规定》

第一条第（五）项第3点“一个月内连续无故旷工15天或一年累

计无故旷工30天的，按《劳动法》及有关规定办理解除劳动合同

手续”之规定，以下人员：李宽香、黄春露、黄小丽、张春奖、何妹

玲、徐文学、陈燕、梁海娟、梁海勇、王玉兰、邱冠洪、王赛理、吴家

优、李恒成、梁三娂、陈壮周、王民、王明光、林顺、吴雷、林卫端、

吴瑞琴、赵焕周、叶树雄、刘翠荣、吴瑞玲、宁深基、钟玉珍、陈春

梅、陈信发、俞瑞明、谢石娇、梁方贤、温伟程、唐云、王雪娟、符琼

藻、伍万满、罗春英、陈瑞祥、陈瑞球、曾小锐、谢桂成、黎华兰、周

志金、刘联香、王俊山、陈亚才、王春方、潘秀武、彭盛杰、詹雅塔、

温慧聪。因长期无故旷工天数已超过上述规定的期限，本场现

依法依规解除与上述人员的劳动合同，自本公告公布之日，上述

人员与本场的劳动关系正式解除。请上述人员自本公告公布之

日起30日内回到本场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手续，逾期不办

理的，自行承担相关后果。特此公告

儋州市鹿母湾林场

2019年8月17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19〕5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肆（幅）地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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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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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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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最
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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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7日至2019年9月 12日到文昌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三楼土地利用管理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
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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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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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6日8时
00分至2019年9月17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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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7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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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
《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本次出让宗地
属省重点项目文昌宋氏文化园建设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
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
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
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
物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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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

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四）土
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1个
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
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
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
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五）
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琼
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
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
度不低于300万元/亩，不设定年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
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
5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
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时，一并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
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
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
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七）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
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八）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
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
建设。（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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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周先生 杨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203602 31302088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7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8）-48-1号
文国土储

（2018）-48-2号
文国土储

（2018）-48-3号
文国土储

（2018）-48-4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昌洒镇
长春村地段
文昌市昌洒镇
长春村地段
文昌市昌洒镇
长春村地段
文昌市昌洒镇
长春村地段

面积
2028.87平方米
（折合3.043亩）
8028.35平方米

（折合12.043亩）
3290.94平方米
（折合4.936亩）
13268.34平方米
（折合19.903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和餐饮用地（零售商业
建筑面积与餐饮建筑面积之比为7:3）
零售商业用地和餐饮用地（零售商业
建筑面积与餐饮建筑面积之比为7:3）
零售商业用地和餐饮用地（零售商业
建筑面积与餐饮建筑面积之比为7:3）
零售商业用地和餐饮用地（零售商业
建筑面积与餐饮建筑面积之比为7:3）

出让年限（年）

40

40

40

40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5；建筑密度≤25%
绿化率≥30%；建筑限高为≤18米
容积率≤0.5；建筑密度≤25%
绿化率≥30%；建筑限高为≤18米
容积率≤0.5；建筑密度≤25%
绿化率≥30%；建筑限高为≤18米
容积率≤0.5；建筑密度≤25%
绿化率≥30%；建筑限高为≤18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197.8148

（每平方米975元）
782.7641

（每平方米975元）
320.8667

（每平方米975元）
1293.6632

（每平方米975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197.8148

782.7641

320.8667

1293.6632

新华社香港8月16日电 外交
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15日晚
表示，针对个别外国媒体罔顾事
实、妄评香港局势，外交部驻港公
署提出严正交涉，表示强烈不满和
坚决反对。

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华尔街

日报》15日发表的社论《特朗普的香
港风险》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对香港
局势指手画脚，妄加评论。外交部驻
港公署发言人第一时间就此提出严
正交涉。

发言人指出，该文就香港局势
发表了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言论，充

斥着无知、偏见和傲慢。香港是中
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置喙。
该文说中国“入侵”香港荒谬之极，
还拿《中英联合声明》说事，这不是
无知是什么！该文把香港特区政
府诬称为煽动者，把香港警队依法

执法、维护法治说成野蛮暴力，把
暴徒暴行美化为“和平示威”和“合
理忧虑”，这不是偏见是什么！该
文以世界警察自居，不仅向美政府
决策者喊话支招，更猖狂要美总统
以简单粗暴方式插手香港事务，这
不是傲慢是什么！

发言人强调，无知、偏见、傲慢掩
盖不了事实和真相，更愚弄不了世
人。我们奉劝有关媒体立即改正错
误，以负责任态度客观、公正、平衡报
道香港，为促进外界对香港的了解和
认知、维护香港法治和繁荣稳定做出
建设性努力！

外交部驻港公署严正批驳个别外媒妄评香港局势

香港警方拘捕5名
涉嫌串谋侮辱国旗者

新华社香港8月16日电 据香港警方16
日介绍，警方拘捕5名涉嫌串谋侮辱国旗者。

据悉，香港警方在14日及15日，分别于旺
角、马鞍山、深水埗、牛头角、黄大仙，以涉嫌串
谋侮辱国旗拘捕4男1女，年龄介于20至22
岁。警方从疑犯住所带走了计算机、电话及衣
物等物品，以做进一步调查。

本月3日及5日，先后有极端激进分子降
下尖沙咀天星码头五支旗杆处悬挂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并将国旗扔到海里。香港特别行
政区《国旗及国徽条例》第七条规定，任何人公
开及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
侮辱国旗或国徽，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
5级罚款及监禁3年。

外国专家学者认为

暴力示威危害香港繁荣稳定
外部势力煽动策划难脱干系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针对香港地区近期发生的暴力示威、
冲突事件，多位外国专家和学者认为，这些激进
暴力行径已经严重危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其
背后有外部势力进行策划、组织和资助。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
授亚娜·列克休季娜说，发生在香港的激进暴力
事件有损香港经济发展，对其声誉造成巨大负
面影响，动荡的局势令其国际金融中心、旅游中
心、主要国际交通枢纽的地位受到严重影响。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皮
埃尔·皮卡尔认为，近期香港发生如此大规模的
游行和骚乱，并且行动非常有组织性，显然有支
持势力进行幕后策划、组织和资助，是香港内部
和外部的分裂势力意图在香港制造动荡和混
乱。当前，香港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秩序。

法国智库席勒研究所研究员、法国《新团结》
报主编克里斯蒂娜·比埃分析香港局势幕后因素
说，当前香港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具有外部势力支
持下的“颜色革命”倾向，部分美国政客甚至与香
港反对派代表会面。此外，英国在其中扮演的角
色也不容忽视。不难看出，有一股势力企图遏制
中国的发展，使历史时钟转向“逆时针方向”。

塞浦路斯欧洲大学校长、普罗米修斯智库
副主席科斯塔斯·古里亚莫斯说，香港地区近期
发生的骚乱不断升温，很可能由境外势力煽动，
一些外部势力不愿意看到香港地区保持繁荣和
稳定，不愿意看到“一国两制”实践取得成功。

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刘迪认
为，香港发生如此规模的暴力示威事件，应该是
有外部势力介入。目前的示威将矛头针对中央
政府，这十分危险。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历史学专家瓦沙
娜说，香港当前面临艰难严峻局面，激进示威者
冲击立法会、堵塞香港国际机场等，这种暴力、
非理性行为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只会把香港
引入非常坏的境地。

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席纳赛
尔·布希巴说，香港的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
持，有人表达不同的意见必须要在合法的框架下
进行。海外一些机构和组织在中东北非地区煽
动“颜色革命”，对社会和民生产生了非常负面的
影响，香港也需要警惕“颜色革命”的危险。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就美方近日
涉港言论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总统
特朗普表示，“如中国领导人能亲

自会见示威者，香港问题会有个愉
快和开明的结局”。他希望看到中
方以人道方式处理香港问题。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

此前曾说过，‘香港的骚乱已经
持续了很长时间’。”华春莹说，
自 6 月以来，在香港发生的暴力
犯罪活动不断升级，粗暴践踏法
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稳

定繁荣，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
则底线。

“当前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
任 务 是 依 法 止 暴 制 乱 ，恢 复 秩
序。中央政府坚定支持林郑月娥

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
子。”她说。

外交部就美方涉港言论答记者问

新华社香港8月16日电 香港
国泰航空董事局16日宣布高层人士
变动，两名高管辞职。

国泰宣布，何杲辞任行政总裁职
务，卢家培辞任顾客及商务总裁职
务，此变动自19日起生效。

国泰同时宣布，邓健荣已获委任
为常务董事兼行政总裁，林绍波已获
委任为常务董事兼顾客及商务总裁。

香港国泰航空主席史乐山表示，
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令国泰航空对飞
行安全和保安的承诺受到质疑，现在

是合适时机任命新的管理团队。国
泰航空全力支持香港实行基本法赋
予的“一国两制”原则。

史乐山说，邓健荣和林绍波具有
丰富业务经验，对航空业及公司员工
拥有深入认知，有能力在这关键时刻
成为国泰强而有力的领导者。国泰
秉持对安全和关怀标准的不懈追求。

此前，针对香港国泰航空近期在
多起事件中暴露出的安全风险及隐
患，民航局向香港国泰航空发出了重
大航空安全风险警示。

香港国泰航空宣布
两名高管辞职 新华社香港8月16日电 守护

香港大联盟16日举行发布会，宣布
将于17日下午在金钟添马公园举
行“反暴力、救香港”大集会，呼吁全
港社会各界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
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大联盟副
召集人吴秋北在发布会上介绍，大
集会将于17日下午5时至6时半举
行，并阐述大集会有“乱够了、停暴
力、勿扰民、止破坏、守法治、阻撕
裂、返正轨”七大诉求。

七大诉求具体内容为：停止无休
的非法游行、集会、占路；停止一切扔

汽油弹、纵火、扔砖等暴力攻击行为；
停止影响市民日常生活的滋扰活动；
停止污损国旗国徽、破坏警署和公共
设施；恢复守法传统，勿自毁“一国两
制”；不同政治取向市民，不再互相攻
讦；社会重回正轨，政府改革向前。

谈到近月来发生的暴力事件，全
国政协常委、香港友好协进会会长唐
英年表示，暴力冲突已严重影响了香
港的社会安宁，破坏了法治精神。他
希望，通过此次大会，向社会发出止暴
制乱、恢复和平的声音，呼吁市民支
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警方严正
执法，维护“一国两制”原则，让香港

走出政治纷争、继续保持稳定繁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表

示，暴力事件升级，香港市民生活备
受影响，经济民生发展也受到阻
碍。他表示，希望此次大集会能释
放正能量，向社会发出拒绝暴力的
声音；也希望市民表达对警方的支
持，因为警方为了维护全体市民的
利益，奉献良多。

吴秋北表示，大集会将让市民充
分表达反对暴力、维护安宁的心声。
此外，9月开学在即，他向学校、家长
及学生作出呼吁，希望学校专心办
学，校园恢复平静，学生专注学业。

香港17日将举行“反暴力、救香港”大集会

据新华社香港8月16日电 2019
年上半年，囿于外部困扰和内部需求
疲弱，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逐季
下行，同比仅轻微增长0.55%。进入
下半年，本地社会事件对经济的冲击
将显现，在内外部双重影响之下，特区
政府判断经济的严峻态势会超过以往
所经历的考验，并已推出针对性举措，
恢复经济、民生和社会信心。

上半年表现乃近10年最弱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16日公布的

数据，2019年第二季度香港GDP同比
增长0.5%，进一步低于第一季度0.6%
的速度。特区政府经济顾问欧锡熊表
示，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外部需求
进一步收缩，本地经济气氛也转淡，所
以上半年香港整体经济表现呈现

2009年衰退以来的最弱状态。
今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

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测至3.2%，
世界贸易组织也将全球贸易增长预
测调低至 2.6%。受到外部因素影
响，香港第二季度出口额同比实质下
跌5.6%，跌幅甚于一季度3.7%的水
平；服务输出同比实质下跌0.2%。

与此同时，香港内部投资、消费
动力也在上半年持续疲软。数据显
示，二季度，整体投资同比实质下跌
11.6%，相比一季度7.0%的跌幅进一
步下滑；政府消费开支同比实质上升
4.2%，低于一季度4.5%的水平；私人
消费仅略微同比实质上升1.1%。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
局局长邱腾华表示，今年前两个季度
的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反映了经贸摩

擦等外围因素对香港经济的作用，还
未反映香港近期事件的影响。

全年形势依然严峻
“近期的社会事件使得本已疲弱

的香港经济进一步受创，世界经济环
境也不佳，今年余下时间香港经济形
势依然严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
司长陈茂波表示。

根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信息，
香港的旅客人次同比增幅已由6月
的正值逐渐变为负值，8月初跌幅变
为31%；香港酒店入住率7月开始出
现双位数同比跌幅；香港零售业表现
预计在8月滑向双位数跌幅；香港的
贸易和物流业正在承受经贸摩擦、本
地零售业下滑、社会事件冲击航空领
域的多重压力。

特区政府财政司总结了各项商
务状况调查结果，均显示香港营商气
氛变得悲观，其中中小企业营商信心
指数跌至三年来最低水平。如果情
况再恶化，香港可能出现众多企业倒
闭现象，失业率会上升。

根据目前的情况进行展望估计，
特区政府已经将2019年经济增长预
测由此前的 2%-3%，调低至 0%-
1%。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
示，当前香港经济下行很快，其严峻
程度已经超过此前的非典、金融危机
时期。

提振举措列入日程
15日，特区政府公布了帮助企业

和市民减轻负担的支持措施，规模为
191亿港元。此外，林郑月娥日前已经

表示，在10月发布的《施政报告》中，会
采取更大胆的措施增加经济增长动
力，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陈茂波谈到，新举措包括豁免政
府收费、减免租金、减轻企业经营开
支、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周转困难和寻
找商机、利民纾困、宽免税务等，预计
能够提振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希
望可以让企业和市民在经历经济困
难时比较有信心。

民主建港协进联盟主席李慧琼
表示，政府宣布的支持企业、市民的
纾缓措施及时和必要，期望能够迅速
实施。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工业总
会、香港中华总商会等机构也对新举
措寄予厚望。特区政府已经公布，相
关部门将全力落实，以使企业和市民
早日受惠。

香港经济形势严峻 提振举措列入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