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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聘招标代理公司的招标公告
现有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中心土建项目将于近期招标，

为确保项目招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且符合规范，拟向社会公开选

聘招标代理机构。现公告如下：一、招标人：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二、代理范围：印刷中心土建工程（含施工、监理、第三方跟踪审计）项

目全过程招标，项目概算总投资：约3800万元。三、报名条件要求：
(一)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招标代理机构；(二)承担过相关招标业务

工作，近三年没有不良行为记录的招标代理机构（需出具三年没有不

良行为的承诺书）。四、报名应提交的材料：(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资质证书；(三)公司简介；(四)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委托书；(五)近

三年代理过的业绩证明；(六)代理过程投入人员及其资质；(七)招标代

理工作方案；(八)招标代理工作收费标准。五、评审办法：在资质合格

的基础上，采取在本区域有丰富代理经验综合考虑，确定招标代理机

构单位。六、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一)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2

月 24日下午17:30前；(二)递交标书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9日下

午17:30前；(三)地点：海南日报社印刷厂大楼五楼；(四)联系人：伍先

生,联系电话：13807582120、089866810760。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关于选聘招标代理公司的招标公告
现有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中心印刷机及其配套设备将

于近期招标，为确保项目招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且符合规范，拟
向社会公开选聘招标代理机构。现公告如下：一、招标人：海南日报
有限责任公司。二、代理范围：印刷机及其配套设备，项目总投资：
约2600万元。三、报名条件要求：(一)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招标
代理机构；(二)承担过相关招标业务工作，近三年没有不良行为记
录的招标代理机构（需出具三年没有不良行为的承诺书）。四、报名
应提交的材料：(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二)资质证书；(三)公司简
介；(四)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委托书；(五)近三年代理过的业绩证
明；(六)代理过程投入人员及其资质；(七)招标代理工作方案；
(八)招标代理工作收费标准。五、评审办法：在资质合格的基础上，
采取在本区域有丰富代理经验综合考虑，确定招标代理机构单位。
六、报名时间、地点、联系方式：(一)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2月
24 日下午17:30前；(二)递交标书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9日下
午17:30前；(三)地点：海南日报社印刷厂大楼五楼；(四)联系人：
伍先生，联系电话：13807582120、089866810760。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20日

因我单位要使用自有的位于海口市向荣路10号的工业土地，拟
近期对该地块上所有的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进行清理。现就有关事
项做如下公告：一、土地证编号：海口市国用（2013）第001805号。
二、土地红线范围：东至排水沟，西至天鹅湖小区，南至向荣路，北至其
他项目用地。三、如建筑物或者附着物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有合法有效
的用地手续，请于2021年12月26日前将用地手续或合同等证明文件
的原件提交我单位登记，逾期未提供和登记的视为无合法有效用地手
续予以处理。四、建筑物或者附着物的所有人无合法有效的用地手续
的，请于2021年12月31日前自行搬离场地并恢复原状，逾期未搬迁
的视为无主废弃物品处理。否则，我单位将自行搬迁，届时产生的一
切费用我单位将会追偿。鉴于我单位已于2020年7月14日在土地内
建筑物及附着物上粘贴《限期搬离及清场的通知书》，告知限期搬离本
场地及应负的不利法律责任，但是发通知后现时仍有人尚未搬离，据
此，我单位最后一次公告通知如下：将于2022年01月01日至2022年
01月10日期间对该地块进行封闭施工，届时如还有未搬离的，将强制
进行清场，同时还将向无合法有效的用地手续的所有人或使用人追缴
历年来土地的使用费等其他损失。联系人：刘学然：13976639591，龚
自太：13876314818。特此公告。

海南省泰航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海南省化工厂）
2021年12月24日

场地限期搬迁公告

债权转让公开竞价公告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于近期将三亚中伟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不良贷款债权通过公开竞价方式进行转让，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截至2021年10月31日，三亚中伟物业发

展有限公司不良贷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68,999,999.90 元，正常
利息为人民币 8,590,500.00元，罚息为人民币2,503,054.16 元，
复利为人民币891,065.77元，合计人民币 80,984,619.83 元（备
注：实际本息数额以计算至交易基准日本息数额为准），五级分类
状态为可疑。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竞买人须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
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备注：原则上，中国银保监会
批准的具有不良资产处置牌照的资产管理公司优先）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不得购买的人
员不得参加竞买。

三、公告期限：2021年12月20日起至2021年12月24日
（连续5天），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领取竞价文件、交纳竞价
保证金和对该不良债权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过期不予受理。
公开竞价时间暂定于2021年12月27日上午9:00。

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
自行撤销本次公开竞价或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公开竞价时间。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赵先生：13379958632，辜小姐：
18976869763；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举报电话：0898-
66505993。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东路31号海南银
行总部大楼。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4日

水木春天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江路西侧，拟新建17栋高层住宅
及10栋多层商业楼，总用地面积 70199.26m2。项目拟采用装配式
技术进行建造，项目已通过市住建部门组织的装配式建筑专家评审
会，装配率符合《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现按规定给予不超过地上
建筑面积3%的建筑面积奖励（奖励面积不计容容积率），奖励后拟
建总建筑面积153469.68m2，地上建筑面积114075.15m2，地下建
筑面积39394.53m2（数据以最终批复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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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4日至2022年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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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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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水木春天项目装配式建筑公示启事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11日15:00在三亚市按现状公开拍
卖：三亚市解放四路1301号三亚空管站集资楼一层铺面（铺面标
识：机场路2-2，2-3,2-4）三年期租赁权；铺面建筑面积：165m2。

参考价：2.64万元/月；竞买保证金：5万元。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1月10日止。
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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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
部），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

报名时间：2022年1月11日10:30-12:00；报名时请携带身
份证原件、复印件、汇款凭证等相关资料。

报名及拍卖地点：三亚市金鸡岭路196号中国民用航空三亚空
中交通管理站七楼会议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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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1224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土地确权征询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530号

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房屋所有权证》《地籍调查表》
等相关材料向我局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申请国有土地使用
权权属确认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大兴东路8号，宗地四至为：东

至居民区、南至道路、西至居民区、北至水巷口,土地面积为369.29平方
米，土地现状建有一栋6层楼房及封闭围墙,拟将该宗地确认为国有土
地，土地使用权人为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凡对上述土地权属
有异议的，自本通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
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申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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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美兰分局陈孝媚，电话：65360879)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21日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2021年12月30日10时起至2021年12月

31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
https://auction.jd.com/haiguan.html）对下列标的物按现状
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罚没的刘庆鸯等人涉黑组织涉案车辆5辆(附带海南省小
汽车增量指标)。

展示时间：2021年12月28日至2021年12月29日。展示
地点∶标的物所在地。有意竞买者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
过实名认证和支付相应的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
平台《竞买公告》、《竞买须知》。

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06室。
公司网址∶http∶//www.hnhxpm.net。
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海南省纪委监委
招才引智公告

为适应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和“清廉自贸

港”建设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法律规定，海南省纪委监委广

开进贤之路，引进相关领域专业人才投身海南纪检监

察事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才引智计划

计划引进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审查调查、政策研

究等方面专业人才15名，报名人员要求正、副处级领

导干部或二级、三级、四级调研员。

二、招才引智对象

招才引智对象应为已进行公务员登记且在编在

岗的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不含聘

任制公务员。

三、报名时间

2022年 1月 16日 8：00起至 2022年 2月 15日

18：00止。具体公告在海南廉政网（http://www.

hncdi.gov.cn）上发布，敬请关注。

海南省纪委监委

2021年12月24日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2日电（记
者邓仙来）美国总统拜登22日在美国
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说，
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他计划在2024年
美国总统选举中竞选连任。

拜登在当天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表
示，如果他的身体依然保持健康，他将
在2024年竞选连任。拜登说，他不介
意前总统特朗普再次成为其竞选对
手，称如果特朗普参选，自己参选的可
能性会更大。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1月22日

曾向媒体记者确认，拜登计划谋求连
任。拜登11月 19日的体检报告显
示，他的身体状况能胜任总统职务。

拜登生于1942年 11月，今年1
月就职时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
总统。

受美国新冠疫情反弹和白宫的
经济政策争议巨大等因素影响，拜
登民调支持率数月来持续低迷，在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等机构11日
至13日所做联合民调中降至41%的
低点。

拜登计划2024年竞选连任美国总统

新华社东京12月23日电 日本
三菱重工业公司23日凌晨发射一枚
H2A火箭，成功将一颗国际移动卫星
公司的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三菱重工业公司宣布，当地时间
23日凌晨，发射团队在位于日本鹿儿
岛县的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了一枚
H2A火箭，将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

际移动卫星公司的第六代通信卫星
Inmarsat-6系列首颗卫星送入太空，
发射后约26分钟星箭分离，卫星成功
进入预定轨道。据日本媒体报道，此
次发射原定当地时间22日晚进行，由
于发射前的箭体确认工作出现延误，
发射被推迟到23日0时32分。H2A
火箭迄今共发射45次，成功44次。

日本为国际移动卫星公司发射一颗通信卫星

观 天下

迷雾中跋涉 变局中前行
——回眸2021年的世界

2021年，世界又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这一年，新冠疫情警报不断，地缘博弈复杂
激烈，安全形势起伏跌宕，经济复苏步履艰
难。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领域的康
复前景被新的迷雾笼罩。

凿开混沌得乌金。毒株变异，让人反观
抗疫策略的得与失；供需失衡，让人反省经
济治理的是与非；流民颠沛，让人反思人权
发展的实与虚……人民至上，成为治理的核
心要义；多边主义，铺就进步的人间正道；命
运与共，破解人类的发展困局。

“我们应该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主席10
月2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
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掷
地有声、启示深远，为世界在大变局中前进、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指明方向。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23日2时05分，全球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275233892
例，死亡病例达5364996例。

疫情毒侵全球经济的“五脏六
腑”，致使产业链受损，供需关系失
稳、失序、失衡。

这一年，疫情深度“炙烤”各国
抗疫措施及复苏计划。一些国家
国门开了又关，纾困计划举步维
艰，经济刺激收效寥寥。贸易保护
主义积弊在疫情背景下集中发
作。产业断链难续，通胀高烧难
退，结构性调整迫在眉睫。

这一年，疫情深度挤压供需端
触发全球能源危机。在供给端，不
少能源供给国开工率偏低，全球供
应链效率下降，运输成本大幅上
升，全球能源供给不足；在需求端，
支撑经济复苏的能源需求不断扩
大，加重全球能源供给紧缺的严峻
现实。

这一年，疫情深度倒逼全球经
济结构性升级。全球商业秩序改
版，全球贸易结构变化，全球经济格
局理念更新，过去以某一国为主角
的一体化面临困境，多国多方共同
参与的平台化思维正在塑造适应力
更强、覆盖面更广的经济一体化。

2021年的国际传统安全领域，鬼把
戏、怪现象接连不断，威胁论、阴谋论扰
乱视听。一些势力批发恐慌情绪，人为
制造摩擦，把国内矛盾转嫁国际，造成国
际安全架构频频拉响警报。

这一年，霸权主义有恃无恐。美国跨
17个时区搞军演，在地中海、南海、东海等
区域大秀肌肉。在黑海，美国把“海上微

风”军演刮成破坏地区安全的“黑旋风”。
叙利亚、也门、利比亚战事未平，巴以冲突
再度激烈。在阿富汗，美军一走了之，留下
巨大人道主义灾难和地区安全黑洞。

这一年，干涉主义大行其道。一些西
方政客视科学为无物，明目张胆搞“有罪
推定”和政治操弄，破坏病毒溯源科学合
作，危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在南海、台

海、东海，一些域外势力更是明目张胆制
造事端，煽动紧张，严重危害地区安全。

这一年，拉帮结派屡见不鲜。一些
国家以各种旗号拉山头、砸场子、搞小圈
子、拉花名册。“五眼联盟”窥探窃密威胁
地区安全，美日印澳大搅浑水、大搞演
习，美英澳合伙把地区和世界拖入核扩
散危险之中。

疫情深度搅局
全球经济结构震荡调整

风险人为制造 国际安全底线频亮红灯B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面对
旧疾新伤和焦虑迷茫，大多数国家坚定
选择站在多边主义一边，选择包容开放，
选择察纳雅言，选择共商对策。

这一年，多边主义为全球脱困辨时
务、谋出路。从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
议程”对话会到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到中国-中东欧、中国-东盟、

中非、中拉之间的多场对话、论坛和峰
会……各方明确，携手抗疫是第一要
务，复苏经济是首要出路，生动诠释了

“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
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的多边主
义要义。

这一年，对话合作为全球发展聚共
识、化分歧。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谈
判艰难，但各方最终就《巴黎协定》实施

细则形成共识。停滞不前的伊核谈判迎
来新的开局和契机。中、美、俄、欧进行
多次各层级对话，寻求沟通交流、避免大
国关系失速失控。

这一年，扩大开放为全球经济复苏
开思路、注动力。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广交会、消博会、服贸会、进
博会用实实在在的交易展示中国经济与
世界经济深度融合。

这一年，人民至上理念备受关注。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建党
百年的历史高度与全世界分享的智慧财
富。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
理念，强调要将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全
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包容性，不让
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这一年，消弭四大鸿沟任重道远。
百年大变局与世纪大疫情叠加作用下，
疫苗鸿沟、数字鸿沟、碳排放鸿沟和贫
富鸿沟交织缠绕。疫情暴发以来，中
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近20亿剂疫苗；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中国发出“消除数字鸿沟”“携手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针
对碳排放鸿沟，中国承诺用全球历史

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中国更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壮丽之
歌，为国际社会展示了消除贫富鸿沟的
伟大实践。

穿越迷雾，勇毅前行。社会发展的
走向，历史大潮的流向，人类进步的方
向，明晰可见。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记者
凌朔）

对话负重前行 多边主义坚守发展主流C

智慧静水流深 中国之道推启进步之门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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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突尼斯 12月 22日电
（记者潘晓菁）利比亚国家高级选举委
员会22日提议将原定于12月24日
举行的总统选举推迟至 2022 年 1
月。选举委员会表示，受政治原因和
司法判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委员
会无法公布最终总统候选人名单。

利比亚大选未能如期举行，原因
既有其本身存在的争议，又有利各派

别间的紧张关系。利比亚法学教授米
卢德·哈吉认为，部分总统候选人尤其
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之子赛义
夫·伊斯兰·卡扎菲的参选资格引发争
议，是影响选举如期举行的主要原
因。分析人士认为，推迟大选进一步
加剧了局势的不确定性。从当前情况
看，即使举行大选，选后的利比亚也恐
难实现和平稳定。

利比亚大选推迟 和平前景难期

12月22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右）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与到访
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握手。

阿巴斯22日晚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会见到访的沙利文，双方就巴以
问题、巴美关系等进行了讨论。

新华社/路透

巴勒斯坦总统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