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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12月9
日，针对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行制裁，全国
人大常委会发言人发表谈话，强调美
方以香港事务为借口粗暴干涉中国内
政的行径极其卑劣，是典型的政治霸
凌和双重标准，我们予以强烈谴责，表

示坚决反对。
发言人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
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
依照香港基本法规定实行“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全国人大常委
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
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制定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
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依法防范、

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
动，保障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
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我们坚
决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以任何方
式干涉香港事务，将一如既往履行法定
职责，依法处理香港事务。中国法律的
尊严不容侵犯。

发言人说，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
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
不移。中方有关部门将对提出和推动
涉港议程，插手香港事务，损害中国主
权安全的美方相关人员实施对等制裁。

就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人发表谈话

新华社香港12月9日电（记者
周文其 王茜）针对美方对中国全国人
大常委会领导人作出所谓制裁、美众
议院通过所谓“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
法案”，香港社会各界9日表示，美方
的做法完全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是妄图搞乱香港、破坏“一国
两制”的霸凌行径。香港国安法实施
以来，社会秩序已日渐恢复。希望广
大市民认清美方险恶用心，共同推动

“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黄

英豪律师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
家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责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和基本法赋予

的权力制定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立法
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完全合宪
合理合法，有利于香港长治久安和“一
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法学
教授傅健慈说，美国自身已建立密不
透风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制定了
议员宣誓效忠和资格丧失的严格法律
规定，却对中国的正当之举肆意诋毁、
施加制裁，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勇说，美方
的霸凌行径是拙劣的政治表演，将令
更多香港市民看清美方政客虚伪、丑
陋的嘴脸，无法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一而再、再而

三地作出所谓制裁，这令许多香港人
士十分愤怒。特区立法会议员陈恒镔
说，香港国安法已实施数月，广大市民
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社会重回安定，
经济民生日渐展现新生机。美方所谓
制裁是妄图搞乱香港、损害市民福祉，
其用心十分险恶。

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黄书锐说，美
方多次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很明显是试
图将香港变成美国手上的一张牌，从而
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目的。不过，
事实证明，美方的做法注定徒劳无功。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所谓“香港人
民自由与选择法案”是为涉嫌违法犯
罪的反中乱港分子提供“避难所”，严

重破坏国际公认的法治精神。
傅健慈说，这一所谓法案绝非关

心香港民主自由的发展，而是打着“民
主自由”的幌子，包庇、纵容反中乱港
的政客和暴徒，破坏香港司法独立和
国际公认的法治精神。

陈勇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暴
力犯罪活动已大幅减少。美方企图以
所谓“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为

“黑暴”分子画饼充饥，怂恿他们继续
破坏香港社会安宁。不过，只要广大
市民认清美方面目、警方严格执法，香
港的社会秩序就不会受到影响。

多位受访人士指出，在国家支持
下，美方的霸凌行径不会影响香港的

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
黄书锐说，美方的行径对香港经

济的实质影响较为有限。目前，香港
金融市场保持稳定，银行体系没有明
显的资金流出迹象。香港有“一国之
利、两制之便”，未来只要紧抓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带来的机遇，就能实现更
好的发展。

香港中小企经贸促进会常务副会
长黄达胜说，完全支持中国针对美方
的霸凌行径采取合理必要的反制措
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同时，希望特区政府继续推动教育等
领域改革，避免反中乱港分子毒害香
港年轻人。

香港社会各界：

强烈谴责美方妄图搞乱香港的霸凌行径

外交部：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才是人间正道

新华社北京12月 9日电 （记者郑明达 许
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9日说，各国企业持续看
好中国市场的事实再次表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才是各国携手走出疫情阴霾、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的人间正道。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8日，中国英
国商会在京发布《英国企业在中国：情绪调查
2020－2021》。调查显示，尽管疫情带来诸多挑
战，但中国经济迅速复苏，继续成为英国企业
2021年的关键投资目的地。44%受访英国企业
表示会在2021年增加在华投资，主要因为中国
潜在的市场规模。对于40%的在华英国企业来
说，中国是首要的海外市场。请问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赵立坚说，实际上，除了记者提到的中国英国
商会这份调查外，近期多项调查也显示，外国在华
企业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纷纷表示希增加
在华投资，这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营商
环境投下的信任票。

他介绍，相关机构调查显示，约82%的受访
美企表示未来3年不会将生产环节迁出中国。近
7成日企依然对中国旺盛的市场需求抱有高度期
待。今年前三季度，宝马、戴姆勒、西门子、丰田、
LG、埃克森美孚等一大批大项目在华增资扩产。
认为中国投资环境改善的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企业
比去年提高12个百分点。

“各国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的事实再次表
明，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致力于为各国共同
发展提供机遇的理念正在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
的认同。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才是各国携手走出
疫情阴霾、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人间正道。”赵立
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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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起始价422元/平方米已没收为国有
资产的建筑物构筑物起始价为1303万元

该宗地上涉及违法建设行为，原县国土资源局已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
查处，没收违法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1 间 47.96 平方米的门岗、1 栋
3378.05平方米的七层楼房、1栋547.92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及硬化地面），《陵
水黎族自治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关于委托开展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配
套服务区国有资产挂牌出让工作的函》委托我局将建筑物、构筑物与2020-
01号宗地一并挂牌出让。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0-01号
宗地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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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为热带高效农业项目，根据原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海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
地出让控制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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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规定，
不设定出让控制指标,项目的投资总额不低于12893万元人民币。

二、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
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境外法人和其
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的，应当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
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
执照》。境外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
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
港地区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
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具有下列行为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一）失信
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
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
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
用途等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构筑物出让设有底价，竞买人
须同时对土地及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报价，最终竞价结果以土地报价和建筑
物、构筑物报价之和为准，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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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竞买
者请于2020年12月10日至2021年01月06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
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咨询和领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12月10日09时00分至2021年01月06
日12时00分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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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权交易）向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01月06日12时00分。经审核，申请
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将在2021年01月06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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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间为：
2020年12月30日09时00分至2021年01月08日15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
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二）挂
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
价确定竞得人；（三）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
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四）竞得人应当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
日内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五）本次挂牌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六）上述所有时间均
为北京时间；（七）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 系 人：周小姐 林先生；联系电话：
（0898）83333322 65303602。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
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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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网址：http://zw.hain-
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
china.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账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账
号：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
支行，银行账号：21-840001040018030；（四）陵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07019400000145；（五）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陵水支行，银行账号：6001276700012；（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陵水新建路支行，银行账号：2201007729200023924。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0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自然资告字〔2020〕12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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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强制措施物品领取告知书
李俊慧、陈大雄：

关于你在海口市美兰区和风家园项目(下本岛村)征收现场编号
ZC-75/XZC-165、ZC-53、ZC-11/XZC-167屋内的物品，已由海
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存放于美兰区灵山镇新大洲大道绿地城-悦城
小区1-1702和1-1802及1-1804。请你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7
日内携带居民身份证到美兰区灵山镇琼山大道61号江东动迁工作
指挥部二楼和风家园项目指挥部办理移送手续并到悦城小区领取物
品。移送物品中有鲜活物品或者其他不易保管的物品的，应在收到
本通知书之日起2日内领取。逾期不领取的后果自行承担。

特此告知。
联系人：陈民 联系电话：0898-65778071
单位地址：美兰区琼山大道61号江东动迁工作指挥部二楼。
附：移送物品清单（请联系指挥部）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10日

海南新京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 20201219 期）

我司受海南省职业教育实训中心的委托，定于2020年12月
19日上午10时公开拍卖：海口市海秀东路14号海南省职业教育
实训中心临街共计6间商业铺面租赁权，商铺面积合计619m2，其
中：临海秀东路主楼底层5间合479m2、临大英菜街二层一间
140m2。具体标的分别为：14-4号、14-5号、14-7号、14-9号、
14-10号、14-15号，商铺面积分别为58至140m2不等，起拍价为
每平方米每月租金单价，承租时间为60个月。

竞租须知：1、除现有商户外，竞租人须为企业法人，注册资
本300万元以上，具有10家以上连锁门店证明材料；2、14-15
号标的不设竞租人资质，经营范围原则上不限；3、现有商户有
优先承租权；4、每个竞租人仅限竞拍一个标的，多拍无效；5、
竞卖保证金10万元；6、保证金账户：户名：海南新京海拍卖股
份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世贸支行，账号：
46050100333600000440。保证金以到账为准；7、展示和办理竞
买手续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17时止。8、详情请关注

“京海拍卖”微信公众号。
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F座906室
拍卖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世贸中心E座10楼
电 话：0898-68520771 68534238 18889289611

广告·热线：66810888

书馨花苑项目位于海口市苍峄路东侧，属《海口市城西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范围。现建设单位为提升小区品质，调整建筑材质
及小区内部绿化景观。不涉及建筑造型、布局、建筑面积和各项指
标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
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12月10日至12月23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
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
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书馨花苑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6619号

泰达·天海国际4#楼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西路南侧，项目于2008年
9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4#楼平面布局、地下室面积、建筑
造型、色彩及材质。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
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12月10日至12月23日）。2、公示
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
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泰达·天海国际4#楼项目变更方案

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6661号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商铺招商公告
海南分界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开发和营运管理主体，现将位于分界

洲岛上商业街繁华地段的 25 号商铺（21m2）、52 号商铺

（20.14m2）、56号商铺（20.14m2）对外招商。有意者可登陆本

公司官网（http://www.hnfjz.com/）查看详情，或拨打下列

电话咨询。

联系人：谢建堂 联系电话：0898-31817771

海南分界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0日

就我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地块D03-03，

土地总面积为8557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20年11月7日在《海南日

报》刊登（2020）第59号挂牌出让公告,现因故中止

该地块挂牌出让活动,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0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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