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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厂老城印刷中心设计项目
中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印刷厂老城印刷中心设计项目

（HNRBYSC-2021-4）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

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中标结果是：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期：2021年11月17日至2021年11月19日，如

对中标人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公开

采购委员会署名投诉。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付先生 0898-66810108。

海口中海锦城项目位于椰海大道南侧。18#楼101号商铺业主
刘艺根据使用需求，拟在18#楼101号商铺西侧加装一部电梯。为
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1月19日至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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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1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中海锦城18#楼101号商铺加装电梯公示启事

受委托，定于2021年11月30日上午10:0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
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1、海口市蓝天路西 12 号的世纪生活港
A1511室（建筑面积57.03m2，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9.52m2），参考
价:人民币9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2、三亚市吉阳区红
沙社区的红沙海岸（半岛蓝湾）A-1-1009房（合同约定建筑面积
80.32m2，最终面积以房产部门登记为准），参考价：人民币206万元，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0万元。特别提示：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
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产限购政策；办理产权过户变更所发
生的相关税、费按国家法律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标的展示时
间：即日起至2021年11月29日止。竞买手续办理：有意竞买者，请
到我公司查阅资料，并于2021年11月29日16时前缴纳竞买保证
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
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6楼A座；咨询电话：13307599777。

2021年11月19日

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1-11期)

（第211126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 11月 26日上午10:00在我公司

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定安县雷鸣镇石盘坡、北斗

村委会的28.3063公顷桉树。

参考价：78337元

竞买保证金：4万元

展示时间及地点：11月22日-24日，标的所在地。

报名时间：11月25日16时止（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层

咨询电话：68538965

委托人监督电话：0898-63823145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南大学海甸校区24间商铺
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ZX2021111HN026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招租海南大学海甸校区五食堂南

侧5间商铺、紫荆西侧6间商铺、南门13间商铺。商铺面积12.42m2至
18m2不等，招租底价为2050元/月到2574元/月不等。租赁期限至
2025年6月30日。同一承租方只允许承租同一校区内的一间商铺，
五食堂南侧5间商铺、紫荆西侧6间商铺只能从事指定的经营范围的
经营活动；南门13间商铺禁止从事网吧、卡拉OK厅、售卖与宠物有
关项目、明火经营的服务项目。公告期：2021年11月19日至2021年
12月2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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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产权交易4号窗口，电话：0898-66558003
施女士、65237542李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1月19日

海口市文明东路172号两套房产
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1HN027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位于海口市文明东路

172号402房及403房，402房及403房建筑面积分别为91.32m2

及91.33m2，挂牌价分别为92.0506万元及92.0606万元。公告期：
2021年11月19日至2021年12月16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
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
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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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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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19日

解除合同通知书
海南冠全珍实业有限公司（简亚庆）：

我方与你方于2019年12月18日签订了《租赁合同》，你方承
诺短期投资开发废木料加工板材项目，产品木板已出卖，但至今未
搬迁。你方未经我方同意把厂房改造，自2021年8月至11月起未
按约定支付租金，又未搬迁，已严重违约，影响我方清理场地招商
引资开发45亩厂地项目。依据我国《民法典》等法律规定，我方有权
单方解除《租赁合同》。如你方在收到本通知书5日内无异议，则视
为你方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请你方收到本通知书10
日内将你方租赁厂地恢复原状并交还我方，并与我方联系办理相
关交接手续。如你方未按上述期限提出异议，完成恢复厂地原状及
交接事宜,则视为你方同意由我方自行对厂地上放置的设备、板
材、废木料等进行处理，且你方已放弃其他合同［2021年3月15日
（补充协议）］权利。特此通知。

联系人：郭元策13389850119
通知单位：海南金安钴业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8日

解除协议通知书
三沙大海蓝实业有限公司、仵云学、许英（统称“你方”）：

根据2016年7月4日中核投资有限公司、海南金广置业有限
公司、张清翠、北京中核全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变更为海南中
合全联创业基金有限公司）与你方签订《关于海南中核汇锦高新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之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约定你
方以不低于2000万元现金向海南中核汇锦高新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增资，并约定2016年10月15日前签署正式投资协议，2016年
11月1日前完成资金投入与股权变更，由于《框架协议》没有实际
履行，根据13.1.1条约定，现海南金广置业有限公司、张清翠通知
你方，解除该《关于海南中核汇锦高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之投资合
作框架协议》。

海南金广置业有限公司
张清翠

2021年11月12日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hgjg.jd.com/#/

two/7145）上在线公开按现状净价拍卖。具体拍卖为：于2021年
12月2日8：30至2021年12月3日10：30（延时除外）对周岳进、刘
运嘉等人涉黑组织涉案财产中的房产、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进行拍
卖。以上标的具体情况详见京东网拍卖平台上所列清单及详情。有
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平台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按清单
要求支付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需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
告》、《竞买须知》和其他相关规定后报名参与竞买。此次拍卖标的
是依法判决没收、折抵罚金财产，委托方及拍卖人对其品质、真伪、
瑕疵不做任何担保。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开始前
一天止（节假日除外）；标的展示地址：标的物所在地展示；咨询电
话：0898-68551218、18689812120、13337624167；咨询地址：海
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房。

海口江东新区国际高教科研组团控制性详细性规划JDGJ-
12-D11、JDGJ-12-D15、JDGJ-12-D16地块周边道路修改

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国际高教科

研组团控制性详细性规划 JDGJ-12-D11、JDGJ-12-D15、
JDGJ-12-D16地块周边道路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
市民意见，现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日（2021
年11月20日至2021年12月1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
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官
网（http://jdxq.haikou.gov.cn/）、江东新区管理局微信公众号

“自贸江东”。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发送至hksjdg
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
二楼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
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39；联系人：胡婧娟。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11月19日

这是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目标前
进的战略决策——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西行哈萨
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重大倡议。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划、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下，“一带一路”这个根植
于历史厚土、顺应时代大势的重大国际
合作倡议，走深走实、行稳致远，在高质
量发展中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实践平台，为各国开拓出一条通
向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

擘画蓝图 提出促进全球
共同繁荣的中国方案

今年11月初，上海，第四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如约而至。

“中国将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使更多国家和人民获得发展机遇和
实惠。”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传递中国坚
定扩大开放、携手世界合作共赢的时代
强音。

第四届进博会期间举办的贸易投资
对接会上，1000多家中外企业达成超
200项合作意向。其中，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收获了大量订单，再次印证合作
共赢的大势所趋。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世
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寻找发展机
遇、凝聚合作共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

“一带一路”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
地生根、持久发展，从绘就一幅“大写意”
到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走出一条
高质量建设的光明大道。

8年，约3000个日夜，一颗梦想的种
子成长为促进全球合作的繁茂大树。

截至2021年 11月，我国已与140
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日本、意大利
等14国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有关
合作理念和主张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
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
国际机制的成果文件。“一带一路”的国
际影响力、合作吸引力不断释放，“朋友
圈”越来越大，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发展
前景越来越好。

“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
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时间回到2013年9月，哈萨克斯坦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我的家乡陕西，就
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
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
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
习近平总书记的动情话语，让古老丝绸

之路穿越千年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不到一个月后，千岛之国。习近平

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
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
着眼时代大势、以大历史观对世界面临
的“时代之问”作出的回答。

2017 年 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说：

“这项倡议源于我对世界形势的观察
和思考。”

“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
彼伏的今天，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
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
题。”“我们完全可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进
合作，共同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根植于历史，面向未来；源于中国，
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这是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文明创
举，是以东方智慧为全球发展探寻解决
之道的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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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向所有伙伴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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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代要
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具有深厚历
史渊源和人文基础，为各国提供了一个
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把快速发展的
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这是秉持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的
积极应变之举——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我国改革开
放和长远发展，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
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
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共建“一带一路”不
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
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
展的重要途径。

如何更好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深远谋划。8
年来，他主持召开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
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
基金；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总结历
史经验，为新形势下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借鉴；在出国访问和国内考察期
间，他亲自关心推动“一带一路”重大项
目建设，在多边国际场合号召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

8年间，两次工作座谈会，高瞻远
瞩、把脉定向，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擘
画蓝图。

2016年 8月 17日，北京人民大会

堂。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一
带一路”建设指明方向、明确重点。

“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
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
台，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
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
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
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
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2018年8月27日，“一带一路”建设
5周年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
会，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新要求：

“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保
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8年间，中国主办两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总书记与来
自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嘉宾深入交流，为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奠定坚实基
础，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创造发展机遇。

政策沟通更有力、设施联通更高效、
贸易更畅通、资金更融通、民心更相通
……走过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承载着沿
线国家和地区对美好未来的更多畅想，

“一带一路”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国际组
织和企业及个人的支持响应，迈向更加
美好的未来。

行胜于言 助力全球抗疫
与经济复苏

4月的海南博鳌，生机盎然，暖意
融融。

“‘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
光大道”“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
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
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引发共鸣。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以“世界
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合奏‘一带
一路’强音”为主题，释放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鲜明信号。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带一

路”呈现出强大韧性与澎湃活力，为各国
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增进民生福祉注入
了宝贵力量，为疫情阴霾笼罩的世界投
射了一抹亮光。

紧扣命运纽带，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为抗击疫情
凝聚合力——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
期，“健康丝绸之路”对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同舟共济、携手抗疫意义重大。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早在2016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乌兹别克斯坦最
高会议立法院发表演讲时提出，携手打
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丝绸之路。

这赋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要内涵。
疫情暴发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相互支持，缔结起团结抗疫、共同发展
的“命运纽带”。我国已向11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17亿剂新冠疫
苗，其中多数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同30多个国家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
作伙伴关系倡议。

共享发展机遇，深化经贸投资合作，
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持久动力——

“长安号开到哪儿，我们就把业务拓
展到哪儿。”元朝辉是陕西自贸区内一家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创始人。他口中的
中欧班列“长安号”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上的“黄金通道”。

疫情暴发以来，海运受阻、运费高
企，中欧班列凭借其稳定高效优势逆势
增长，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重
要作用。

中欧班列已实现月行千列、年行万
列。截至2021年10月底，已铺画73条
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75个
城市，累计开行超4.6万列，成为贯穿欧
亚大陆的国际贸易“大动脉”，展现出“一
带一路”的强大韧性与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是发展进
步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疫后经济复苏
的关键。他强调，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巩固
供应链、产业链、数据链、人才链，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

面对疫情挑战，“跨境电商+中欧班
列”构筑的“网上丝路”与“钢铁驼队”，联
通贸易，沟通民心。

截至2021年9月，我国与沿线国家
货物贸易额累计达到10.4万亿美元，对
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300
亿美元。

坚定发展信心，释放各国发展潜力，
为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激发活力——

“要深入挖掘潜力”“推动更多合作项
目落地”“培育健康、数字、绿色丝绸之路
等新增长点”……多场“云外交”活动中，
习近平总书记同多位外方领导人就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深化共识。

共建“一带一路”的动力来自于各国
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来自各
国共谋发展的决心。

2020年7月，历时3年半，中巴经济
走廊重大交通项目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升
级改造项目（赫韦利扬－塔科特段）全线
通车。

项目通车后，从赫韦利扬到塔科特
的通行时间由5.5小时缩短至2小时，从
雷科特到红其拉甫口岸的通行时间由
14小时缩短至6小时，出行时间和货物
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为世世代代依靠农
业和畜牧业为生的当地居民创造了就业
岗位，也盘活了当地旅游资源。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和

先行先试项目，8年多来，中巴经济走廊
累计为巴基斯坦带来254亿美元直接投
资，创造许多就业岗位。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一带一路”
合作不但没有按下“暂停键”，反而逆风
前行。

“促进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是
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
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
议发表书面致辞时表示，“我们愿同合作
伙伴一道，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
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
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
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

面向未来 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注入持久活力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面向未来，是
合作还是孤立，团结还是分裂，拉手还是
松手，人类社会面临重大抉择。

“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
“建设更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建
设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更
紧密的开放包容伙伴关系”……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为各方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指明方向。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世界进入
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面临的治理赤
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
无减，实现普遍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依然
任重道远。同时，世界多极化趋势没有
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展现出新的韧性，
维护多边主义、加强沟通协作的呼声更
加强烈。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中国，如何选择？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
机遇。”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把握时代潮流，彰显责任担当。

这是把握发展主动权、重塑我国国
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坚定选择——

合作覆盖50多个“一带一路”国家
和地区、铁路通达全疆所有地（州、市）、
民用机场总数位居全国各省（区、市）首
位……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
设，新疆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交
往交流的重要通道，中国向西开放、发展
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一环。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中国为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
广阔，也将推动自身成为吸引国际商品
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推进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
作，架设文明互学互鉴桥梁……“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规划清晰路
线图。

这是各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共谋
发展的历史机遇——

今年9月，正泰国际埃及工厂增资
400万美元用于规划中的新厂房建设。
2017年建厂以来，这家工厂已实现销售
额20倍的增长，逐步从“生产加工基地”
向“服务型平台”转型，为当地基础设施
建设、农网改造等提供更加优化的智慧
能源解决方案。

面对逆全球化浪潮，积极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的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
定动力源。

这是破解世界难题、携手应对挑战
的中国路径——

疾病、贫困、气候变化……面临诸多
发展难题，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带一
路”将为人类提供重要解决方案。

近日发布的《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
文件》阐明，中国将继续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对
接、协同增效，并结合抗疫、减贫、发展合
作、气候变化等重点工作，探讨共建健康
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
路、创新丝绸之路，同各方一道实现合作
共赢的美好未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感言：“各国
应当抓住‘一带一路’合作带来的机遇，
实现互利共赢。”

8年多来，从倡议到实践，共建“一
带一路”顺应各国渴望共享发展机遇、创
造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热切期待，不
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日益成
为完善全球治理的新平台。

历史经验昭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
必然落后。今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发布，明确指出我国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推进一大批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建设和平之路、繁
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
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
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
作平台。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中国，将为共建“一带
一路”提供更强动力、更大空间、更优路
径，为世界提供更多新机遇。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8 日电 记者
安蓓 谢希瑶 温馨)

共建通向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