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时评
美国炮制的所谓“印太经济框

架”23日正式出炉。这一意在维护美
国霸权利益的“框架”，任凭美方如何
包装，都遮掩不了对抗性和排他性的
底色。美国制造分裂对抗的图谋，与
地区共赢合作的大势背道而驰，对地
区国家的共同发展有百弊而无一利，
注定失败。

“印太经济框架”究竟是个什么
东西？该“框架”表面上标榜“开放和
包容”，却处心积虑地把亚太地区体
量最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
中国排除在外。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曾公开宣称，“印太经济框架”是“独
立于中国的安排”。由此可见，“印太

经济框架”体现的哪里是“开放和包
容”，恰恰是“封闭和排他”，其本质是
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带
有浓重的对抗色彩。韩国东亚研究
所所长禹守根认为，美国声称“印太
经济框架”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但
在实际操作中却排除特定国家，暴露
出美国的虚伪。

美国在亚太地区制造分裂的图
谋对地区合作成果和未来发展前景
构成严重威胁。亚洲是全球化和自
由贸易接受度高、成就十分突出的地
区，各方践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确
立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目标，启动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搭建
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平台，有
力促进了地区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
便利化。美国却为一己之私，肆意妄

为。先是退出自己倡导的《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大搞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如今又无视地区已有的贸易机
制和安排，执意另起炉灶、另搞一套，
连“亚太”这一常用词，都被美方强行
改成“印太”，以塑造有利于美方战略
利益的认知。由此可见，“印太经济
框架”的骨子里包含着“美国至上”的
基因，种种设计安排必然优先考虑美
国利益。美国主导搭建这一平台的
根本意图是以此为抓手，拉拢胁迫地
区内国家选边站队，又怎么可能促进
地区繁荣和共同发展？

美国妄图孤立中国，注定落得失
败下场。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经
济体，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
贸易伙伴，同地区各国的利益早已深
度融合。2021年，中国和东盟互为第

一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高达8782
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坚定不移扩大
高水平开放，与包括本地区国家在内
的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对
于中国的巨大贡献和重要作用，亚太
国家有目共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表示，亚洲各国都希望受益于中国的
经济增长，对扩大贸易和经济合作机
会持开放态度。美国拼命煽动亚太
地区国家排挤中国，损人利己的行径
完全不得人心。美国日前借美国—
东盟领导人会议之机兜售“印太经济
框架”，就遭到各方冷眼相待。东京
大学教授丸川知雄指出，若“印太经
济框架”是为了限制与中国的贸易，
则不会给其成员带来任何经济利
益。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迈克尔·

格林说，“印太经济框架”难以令亚太
地区信服。

亚太是合作发展的热土，不是
地缘政治的棋局。亚太成功的密码
是合作共赢，不是零和对抗。中国
始终是亚太区域合作的倡导者、推
动者和维护者。中方愿同各方一
道，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宗
旨，抵制冷战思维的“小圈子”，共筑
亚太合作的大舞台。中国将继续和
地区内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
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任何企图妨
害亚太迈向共同发展和繁荣的阴
谋，注定不会得逞。谁若试图拿一
个什么框架来孤立中国，最终被孤
立的只会是自己。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记者
冮冶 郑汉根）

在亚太地区制造分裂对抗的图谋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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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债权的基准日为2016年10月31日，基准日债权本

金合计27,146,832.45元，债权利息合计86,638,023.60元，

债权本息合计113,784,856.05元（2016年10月31日之后产

生的利息、罚息和违约金等相关权益，以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

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司有关

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两户或组包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

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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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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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含公告刊登之日）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

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

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赵女士 唐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 0898-36686280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邮政编码：570203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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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30户债权合计

债务人名称

三亚惠宏实业开发公司
文昌县康大旅游服务实业有限公司
琼海正达实业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有利工贸公司
南岸渔业公司
万宁县南新矿产品加工厂
澄迈县财贸贸易公司工程车队
海南金三角旅业有限公司
海南洋浦江浦海实业公司
儋州外贸小汽车修理厂
海南定马实业综合开发建设公司
定安县振华贸易公司
海南省定安县南北造矿厂
定安县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恒昌实业发展公司
琼中县信用合作联社经济发展服务部
海南生物工程制品厂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糖厂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糖厂
乐东黎族自治县民族特供贸易公司
东方黎族自治县八所中大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东方黎族自治县土产公司
海南省东方黎族自治县东方鞋厂
昌江县经济信托保平总公司
白沙黎族自治县粮食工业公司
通什番阳种养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通什天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通什市特区民族贸易实业总公司
通什市热带作物产品供销总公司
毛阳镇农工商公司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16年10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6,000,000.00
2,235,000.00

905,571.96
500,000.00
238,000.00
350,000.00
37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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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0,000.00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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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00
400,000.00
50,000.00

1,000,000.00
434,000.00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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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00

350,000.00
140,000.00
100,000.00
200,000.00
114,507.98

27,146,832.45

利息
17,132,793.33
8,916,780.00
4,074,152.85
2,183,373.00

777,125.00
1,330,929.60
1,423,641.60

13,423,050.00
17,085,830.58

982,771.20
895,228.54
543,920.50
62,804.37

215,442.96
4,339,100.00
1,097,466.67
2,252,224.00

633,438.00
601,555.56
75,194.44

4,188,722.22
1,490,269.20

176,472.00
190,381.38
119,103.60

1,083,005.00
197,190.00
271,734.00
541,745.00
332,579.00

86,638,023.60

合计
23,132,793.33
11,151,780.00
4,979,724.81
2,683,373.00
1,015,125.00
1,680,929.60
1,801,641.60

16,423,050.00
20,985,830.58
1,182,771.20
2,245,228.54

699,415.21
156,004.37
301,942.96

6,339,100.00
1,497,466.67
3,852,224.00
1,233,438.00
1,001,555.56

125,194.44
5,188,722.22
1,924,269.20

256,472.00
406,939.18
189,103.60

1,433,005.00
337,190.00
371,734.00
741,745.00
447,086.98

113,784,856.0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30户债权催收、招商暨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对我司持有的30户企业债权进行处置。现公告要求包

括但不限于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我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同时我司面对国际和国内两个投资人市场进行招商，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购买债权。

债权清单如下：

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竞得人须与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
担相关违约责任。（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
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2.竞买人竞
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
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9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
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
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
担相关违约责任。3.该宗用地按现状出让。4.该项目应采用装配式
建筑实施，具体指标按照海南省政府相关装配式建筑政策要求执行。
本宗土地上建设的住宅房屋，执行现房销售政策。5.根据《海南省建
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该宗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
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拟设定该宗地的投资强
度指标为500万元/亩。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得人
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同时须与市住建局签订《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6.本次挂牌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
6个月内动工，动工后24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超出出让合同约定动
工开发日前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
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
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
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7.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
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8.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
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
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
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
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
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省自
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
资函〔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2.申请人拟
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买申请书中明确
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申请人在项目
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
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3.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
近期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竞买人
需承诺土地购置资金为合规自有资金购地，不属于金融贷款、资本市
场融资等，并载明如承诺不实则自动取消土地竞买资格。（二）交易资

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可从海南省建设
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
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式。本
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有意向的竞买人可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按要求上传竞买申请文件。不接受电
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时间：2022年5月
25日9时00分至 2022年6月27日16时0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
器时间为准，下同）。（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
买申请时，应选定一家银行交纳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
成唯一的随机竞买保证金账号，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
竞买人应谨慎选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
金足额交入该账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
准）。本次竞买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
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竞买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6月27日16时00分。（五）资格确
认。竞买资格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资格审核截止时
间前完成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充分考虑网
上交易活动的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意。竞买人的竞买申
请文件审核通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
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竞买资格审核时
间：2022年6月17日9时00分至 2022年6月29日12时00分。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
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在线下载打印的《竞
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地点参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仅接受
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挂牌截止
由挂牌主持人主持确定。（二）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6月17日9时
00分至 2022年6月29日16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
日8时30分至11时30分及14时30分至17时00分。（三）挂牌报价
地点：海口市国土大厦5楼土地交易中心招拍挂部。（四）挂牌现场
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厅
（203室）。

六、风险提示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
七、咨询方式：（一）交易业务咨询。联 系 人：李女士 陈女士 卢

女士 潘先生 黄先生。联系电话：0898-68531700。查询网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
lr.hainan.gov.cn:9002/。（二）CA证书办理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
数字认证中心。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
证书认证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咨询电话：
0898- 66668096、66664947。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
com。（三）数字证书绑定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
中心。办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南路3号。咨询电话：
0898-65236087。数字证书办理及绑定具体事宜，可查看网上交易
系统“资料下载”栏目《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
CA数字证书办理及绑定指南》。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2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网挂〔2022〕023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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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二）宗地净地情况：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
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按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有关规定，该地块设定出让控制指标，具体如下：

地块名称

海口市西海
岸南片区
F3501地块

其他规划控制条件：其他设计要求按控规图则控制。

宗地坐落

海口市南海
大道以北、
长滨路以西

总面积
（平方米）

63503.77

用途

城镇住宅用
地（市场化商

品住房）

混合
比例
（%）

100.0

面积
（平方米）

63503.77

使用
年限
（年）

70

规划用
地性质

二类居
住用地

容积
率

≤3.24

建筑
密度
（%）

≤15

绿地率
（%）

≥40

建筑
限高（米）

80米

起始价
（万元）

144026.550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86415.9301

地块名称

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F3501地块

其他准入条件：/

拟建项目所属产业

房地产项目

投资强度（万元/亩）

不低于500

年度产值（万元/亩）

/

年度税收（万元/亩）

/

达产年限（年）

2.5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达沃斯举行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在伊拉克发动袭击
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

新华社巴格达5月23日电 伊拉克政府官员
和警方23日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当
天在伊北部和东部发动袭击，造成6人死亡、5人
受伤。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当天在北部基尔库克省
首府基尔库克市郊外一处农场放火并袭击了赶来
救火的警方、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人员和当
地村民，造成3名警察和2名村民死亡。武装分
子当晚还袭击了东部迪亚拉省贾劳拉市附近一个
村庄，造成1名村民死亡、5名村民受伤。

新华社达沃斯5月23日电 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3日援引美
政客言论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
天通过视频方式在2022年世界经济

论坛年会一场会议上发表演讲，演讲
结束时全场起立鼓掌，但中国代表团
未起立鼓掌并离场。对此，中国代表
团严正声明，该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

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中国
代表团对新华社表示，泽连斯基演讲
时，中国代表团正在与国际能源署署
长法提赫·比罗尔会谈。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
中国代表团遭CNN不实报道中伤

俄罗斯自愿撤回莫斯科市
申办2030年世博会的候选资格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23日电 （记者黄河）
俄罗斯政府23日说，俄方当天自愿撤回莫斯科
市申办2030年世界博览会的候选资格，俄总理
米舒斯京已就此致函国际展览局秘书长凯尔肯
泽斯。

俄政府网站23日发布消息说，俄方“自愿做
出这一艰难决定”，希望世博会未来能够回归历史
本源，成为非政治性、纯粹实用性的活动，有利于
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国际经贸合作。

国际展览局同日发表声明，确认收到俄罗斯
撤回莫斯科市申办2030年世博会候选资格的决
定。国际展览局表示，有意申办2030年世博会的
国家可在今年9月7日前提交申办材料，国际展
览局将在2023年底举行的全体大会上投票选出
主办国。

新华社联合国5月23日电 联
合国安理会23日就技术与安全问题
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张军在会上介绍了中国促进国际科
技交流合作、防范管控安全风险的主
张和倡议，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在世界
各地包括亚太制造分裂和地缘对抗，
停止制造经济科技脱钩、破坏全球产
业链稳定和经济复苏。

张军表示，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间的技术鸿沟特别是数字鸿沟

不断拉大，正在加剧新的不平等。要积
极利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支持发展中
国家科研能力建设，通过缩小数字鸿沟
跨越发展鸿沟，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要支持发展中国家运用
现代科技产品和大数据方法，提升社会
治理水平，有效预防和打击犯罪。

张军表示，技术发展可能成为风险
的源头。国际社会要秉持“科技向善”
理念，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坚持多
边参与、多方参与，共同管控技术发展

的风险，制定和完善普遍接受的规则规
范。要遏制信息技术滥用，反对网络监
听和网络攻击，反对网络空间军备竞
赛。要防止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招募
成员、获取资金和策划实施恐怖袭击，
防止互联网成为仇恨言论、种族主义、
色情暴力的温床。各国政府要依法加
强监管，规范技术应用，更好维护公共
利益。技术平台企业和互联网公司要
加强规范自律，履行社会责任。

张军指出，科学世界不是零和博

弈的战场，技术创新不应只有一个冠
军。但令人关切的是，一段时间以来，
个别国家政府将科技问题政治化，泛
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变本
加厉地打压别国高科技企业。它们为
维护自身科技垄断地位，组成排他性
的“小圈子”，搞所谓的“战略”或“框
架”，对其他国家进行技术封锁，推行
科技霸凌主义，干扰阻碍其他国家经
贸科技合作。这种带有陈旧冷战思维
的做法违背国际合作精神和时代潮

流，损害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注定不
会成功。中方敦促有关国家政府秉持
理性开放心态，正确看待科技发展和
国际科技合作，停止对其他国家科技
企业的无理打压和限制。

张军强调，面对全球挑战，团结合
作方是正途。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
在世界各地包括亚太制造分裂、搞地缘
对抗，停止以意识形态划线、胁迫其他
国家选边站队，停止制造经济科技脱
钩、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和经济复苏。

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
在世界各地包括亚太制造分裂和地缘对抗

5月23日，在瑞士达沃斯，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出席世界经
济论坛2022年年会“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分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23日在瑞士小镇
达沃斯正式拉开帷幕。 新华社发

5月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
人们经过积水路段。

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近日遭洪水侵袭。
新华社/法新

印尼中爪哇省遭洪水侵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