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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
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
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侵
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
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
反对，严厉谴责，已向美方提出严正
交涉和强烈抗议。

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
楚楚。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方的政
治承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
政治基础。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和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

“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海峡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

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
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
也不容分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这既是历史和法理事
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现在台湾
居民的祖先，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
陆。中国历代政府在台湾先后建立了
行政机构，行使管辖权。1885年，清朝
政府正式划台湾为单一行省。

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1840年鸦
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陷入
内忧外患 、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地。
1894 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
争，并于次年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
约》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中华民族
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侵占。这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
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

为战胜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
实现国家统一，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进
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台湾同胞在这
场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日本侵
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从未
停止抗争，数十万台湾同胞为此付出
了鲜血和生命。全面抗战爆发后，台
湾同胞积极参加和支援大陆人民抗
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

1945 年，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
民一道，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
随之光复，重回祖国怀抱。

1943 年 12 月中美英三国发表的
《开罗宣言》，明确要求日本将窃取于
中国的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归
还于中国。1945 年 7 月发布的《波茨
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
将实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
向全世界郑重宣告：“台湾及澎湖列
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台湾属于
中国领土的法律地位和事实得到无可
辩驳的确认。

其后不久，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
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
治对立的特殊状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全中
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在同一国际
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政权
取代旧政权，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
域并未由此而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
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
的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
制的政策，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武
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
系，将中国的台湾省置于美国的“保
护”之下。美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的
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长期
的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亦成
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

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
正立场和合理主张，赢得了越来越多
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理解和支持，一
个中国原则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
受。1971年，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多
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
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
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 2758
号决议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明确、
彻底解决了整个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
权问题。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建立外交关

系的前提，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
础。没有一个中国这个政治共识，中
美两国不可能建交，中美关系也不可
能发展。1971 年，美方向中国申明愿
在台湾问题上奉行新的原则，包括美
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美方今后不会有任何
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美方过去没有，
今后也不会支持任何“台独”运动。美
方在1972年发表的“上海公报”中明确
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
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
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在1979年中美建
交公报中，美方也明确表示，承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在1982年“八·一七”公报中，
美方申明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

“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方
在台湾问题上的上述政治承诺，白纸
黑字，清清楚楚，是无法抹杀、无法抵
赖的历史事实。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一个中国
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
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国际社会广泛理
解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
动、推动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截至目前，在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基础
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达
181个。

然而，一段时间来，美国政府在台

湾问题上屡屡采取错误言行，不断提
升美台官方往来层级，加大军事勾连，
不断售台武器，助台“以武拒统”。美
国国会频频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提出
并审议通过多部涉台消极议案。美方
进一步拉帮结伙拼凑反华遏华的“小
圈子”，打着各种旗号纵容支持“台独”
分裂势力，企图歪曲掏空一个中国原
则，打“台湾牌”，“以台制华”，阻挠中
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

2016 年以来，民进党当局顽固坚
持“台独”分裂立场，甘心为美国反华
势力充当遏华棋子，更加肆无忌惮谋

“独”挑衅。他们为了一己之私，顽固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拒不承认“九二共
识”，制造两岸对抗，顽固“倚美谋
独”。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和出
卖民族利益的与美勾连活动，只会将
台湾推向灾难深渊，给广大台湾同胞
带来深重祸害。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
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
力都无法改变的！两岸同胞都是中
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
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
无法改变的！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
定、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
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
阻挡的！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8月3日，

世界多国政党通过多种方式向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国会众

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认为此

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

台海和平稳定。各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呼吁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俄国

家杜马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表示，佩洛

西窜访台湾地区是对中国的公然挑衅，违

背中美两国政府达成的一系列共识，是美

方破坏全球局势稳定的又一例证。俄共

坚定支持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所作努力。

巴基斯坦农工党书记处发表声明，

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表示严重关切，

认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不可接

受，呼吁美方切实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尊重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

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总书记马吉

达拉尼表示，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违背

一个中国政策，是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挑衅举动，对地区安全和稳

定造成严重威胁。坚决反对他国干涉中

国内政。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全事务副书记齐劳表

示，佩洛西此举是美方对中国的挑衅，世

界所有进步国家应予以谴责。津民盟支

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采取行动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巴西共产党主席桑托斯表示，佩洛

西窜访台湾地区，公然违背美方在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中所作承诺。台湾自古以

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

美国威胁世界和平。

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科特表示，佩

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是严重挑衅，公然违

背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中美建

交公报承诺。阿根廷共产党呼吁各国政

府和人民及阿政党、工会和社会组织公

开反对美方行径。

匈牙利工人党表示，佩洛西窜访台

湾将带来严重后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

地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世界和

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是明显的挑衅行

为，表明美国企图将自身意志凌驾于国际法和联

合国之上，其做法对国际社会非常危险。

此外，朝鲜劳动党、蒙古公民意志绿党、孟加

拉国共产党（马列）、突尼斯人民运动、黎巴嫩共产

党、斯威士兰共产党、马达加斯加“人民优先党”、

智利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法国团结进步党等40

多个国家的60多个政党也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

表示坚决反对。

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记者
刘欢 石龙洪）大陆方面决定对“台独”

顽固分子关联机构“台湾民主基金

会”、“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依法采取

惩戒措施。多位专家3日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关措施正当必要、

合法合规，将更精准、有力打击和震慑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行径。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王海良认

为，此举显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决心意志坚如磐石，能力手

段不断增强，依法打击谋“独”行径说

到做到、立竿见影。有关措施出台，是

对“台独”势力的严厉警告和强力震

慑，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两

岸同胞根本利益。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

研究室主任汪曙申认为，有关惩戒措

施释放的信号清晰明确，即大陆方面

坚决反对和遏制形形色色的“台独”

分裂行径，不断升高遏“独”力度、精

准度，扩展遏“独”工具箱，对“台独”

组织、机构与国际反华势力勾连活动

的打击将进一步强化。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

生认为，有关惩戒措施是当前严峻复杂

台海局势下的必要举措，符合宪法和法

律规定，具有很强针对性与可行性，能

精准有效切断“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

构的“金脉”和“人脉”，有利于进一步打

击“台独”分裂活动，遏制台美勾连和

“台湾问题国际化”图谋。

专家：

惩戒“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正当必要
新华社杭州8月3日电 8月3日，

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对长期

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

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杨智渊实施刑事拘

传审查。

杨智渊，男，1990年1月21日出

生，台湾省台中人。杨智渊长期鼓吹

“台独”理念，伙同他人成立“台独”非法

组织“台湾民族党”，以“推动台湾成为

主权独立国家并加入联合国”为目标，

大肆鼓噪“公投建国”，高调推行“急独”

路线，策划实施“台独”分裂活动，涉嫌

分裂国家犯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近一个时期以来，极少数“台独”

顽固分子勾连外部势力，妄图分裂国

家，极力煽动两岸对立，公然挑衅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公然挑衅国家法律

尊严，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

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

利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国家安

全机关将坚决运用反分裂国家法、国

家安全法等法律武器，对“台独”分裂

势力谋“独”拒统、破坏和平的种种逆

行，依法严惩不贷。

国家安全机关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嫌疑人杨智渊实施刑事拘传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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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一期水系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和海口市谭
文中学改建项目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已编制完成，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2年8月4日至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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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审
查办公室，地址：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1房，
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
馈，将视为无意见。

4.联系人：（1）《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一期水系生态修复工程
项目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邢茜，咨询电话：68705325）。
（2）《海口市谭文中学改建项目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牟妍
琰，咨询电话：68715622）。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一期水系生态
修复工程和海口市谭文中学改建项目
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公示启事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东湖分院项目位于海口市海府路10
号。现建设单位拟对建筑外立面进行改造并增加两部电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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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4日至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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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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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东湖分院
外立面改造及加装电梯公示启事

泰航安居房项目位于海口市向荣路9号。为尽快推进我市安
居房项目建设工作，根据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我局现按程序启动
海秀片区A-27-01、A-26-02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8月4日至2022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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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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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政编
码：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

4.咨询电话：68724375，联系人：薛林森。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海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27-01、A-26-02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根据海南省公路管理局《公路行政许可决定书》（琼公路政审

〔2022〕252号）的决定，我司将在G98东线高速、G98西线高速、
G9811中线高速及G9813万洋高速部分跨线天桥上设置广告设施。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设置的跨线天桥广告牌分别位于东线高速K185+326
处、西线高速K351+905、K500+527北侧、K509+671南侧、K516+
532、K518+023北侧、K523+593北侧、K532+617、K572+980处、中
线高速K155+200、K184+070、K229+190、K230+880处以及万洋
高速K0+000后安枢纽处（万洋高速跨东线高速K123+650）、K0+
000后安枢纽处（万洋高速跨东线高速K123+850）。二、请现有广告
牌权属单位及利害关系人于2022年8月15日前自行完成拆除工
作。拆除期间相关权属单位须做好安全防护工作，自行承担拆除工
程并承担相应安全责任。三、8月15日前未拆除的广告设施，视为相
关权属单位自愿放弃广告牌所有权，我司将实施强制拆除并保留有
关拆除费用的追偿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林先生；联系电话：0898-65360992）
海南省交控服务区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日

关于限时拆除高速公路跨线天
桥广告设施的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
湾B-02区2022-04号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项目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
于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

三、竞买人资格与要求：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申请
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非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成立法
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并实行独立
核算，由以上公司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
权出让合同》。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海域
使用权出让挂牌：（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
体。（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海域使用金行为，并未及时改
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海域使用权闲置、非
法占用海域使用权、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竞买人在参与
竞买申请前，须先对接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向陵水黎族自治
县农业农村局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充分了解和知悉《网箱养殖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全部内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完成项目投
资强度、年度产值、税收等对赌指标。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
买保证金且符合竞买人资格与要求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在2022年9月2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并出具《竞买资
格确认书》。

四、竞买保证金及成交价余款、挂牌交易服务费等：（一）竞买保
证金及成交价余款。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买时，须一次性缴纳竞买保
证金人民币91.89万元到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指定的账
户，竞买保证金在账户期间不计利息。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报名截止时间（以保证金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人缴纳的竞买
保证金，在竞得后自动转作受让宗海的海域使用金。竞得人与陵水
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须
向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部门一次性申报缴纳成交价余款。未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于交易结果产生后5个工作日内从原渠道无息退
回，不计利息。竞得人违约反悔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二）挂牌
交易服务费。本项目挂牌交易服务费由竞得人承担，挂牌交易服务

费参照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拍卖
挂牌代理机构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陵府办〔2016〕191号）规定
执行，由竞得人向交易机构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直接支付，按照该
标准单宗海域服务收费超过人民币30万元的，按照人民币30万元的
标准进行收费。（三）交易结果产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出让结果进
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竞得人在2个工作日内将
挂牌交易服务费缴存到交易机构指定账户后，交易机构出具《挂牌出
让成交确认书》，出让人根据交易机构出具的《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10
个工作日内与竞得人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自
治县农业农村局签订《网箱养殖产业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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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告、报名、挂牌期报价、现场竞价时间及地址：（一）公告时
间：2022年8月4日至2022年9月2日。（二）报名时间：2022年8月4
日9:00至2022年9月2日12:00（办公时间）。（三）报名地址：陵水黎
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
室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四）挂牌期报价时间：2022年8月24日
9:00至 2022年9月7日15:30。（五）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 9月7
日15:30。（六）挂牌现场会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六、交易机构、出让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一）交易机构：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交易机构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
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项目联系人：
麦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83333322。（二）出让人名称：陵水
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让人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椰林南干道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1楼1号审批室。项目联系人：王
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38322579。

七、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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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具体
流程详见《竞买须知》。（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四）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8月4日

项目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湾B-02
区2022-04号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
港口门外海3.6KM处

用海面积
（公顷）

105.6219

用途

主要养殖
金鲳鱼等

用海
类型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方式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性质

经营性

用海
期限（年）

1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306.3

保证金
（万元）

91.89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
湾B-01区2022-03号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项目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
于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

三、竞买人资格与要求：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申请
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非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成立法
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并实行独立
核算，由以上公司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
权出让合同》。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海域
使用权出让挂牌：（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
体。（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海域使用金行为，并未及时改
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海域使用权闲置、非
法占用海域使用权、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竞买人在参与
竞买申请前，须先对接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向陵水黎族自治
县农业农村局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充分了解和知悉《网箱养殖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全部内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完成项目投
资强度、年度产值、税收等对赌指标。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
买保证金且符合竞买人资格与要求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在2022年9月2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并出具《竞买资
格确认书》。

四、竞买保证金及成交价余款、挂牌交易服务费等：（一）竞买保
证金及成交价余款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买时，须一次性缴纳竞买保证
金人民币69.3万元到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指定的账户，
竞买保证金在账户期间不计利息。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报
名截止时间（以保证金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
金，在竞得后自动转作受让宗海的海域使用金。竞得人与陵水黎族
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须向陵
水黎族自治县税务部门一次性申报缴纳成交价余款。未竞得人缴纳
的竞买保证金，于交易结果产生后5个工作日内从原渠道无息退回，
不计利息。竞得人违约反悔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二）挂牌交易
服务费。本项目挂牌交易服务费由竞得人承担，挂牌交易服务费参

照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拍卖挂牌
代理机构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陵府办〔2016〕191号）规定执
行，由竞得人向交易机构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直接支付，按照该标
准单宗海域服务收费超过人民币30万元的，按照人民币30万元的标
准进行收费。（三）交易结果产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出让结果进行
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竞得人在2个工作日内将挂
牌交易服务费缴存到交易机构指定账户后，交易机构出具《挂牌出让
成交确认书》，出让人根据交易机构出具的《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10
个工作日内与竞得人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签订《网箱养殖产业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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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告、报名、挂牌期报价、现场竞价时间及地址：（一）公告时
间：2022年8月4日至2022年9月2日。（二）报名时间：2022年8月4
日9:00至2022年9月2日12:00（办公时间）。（三）报名地址：陵水黎
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
室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四）挂牌期报价时间：2022年8月24日
9:00至2022年9月7日14:40。（五）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9月7
日14:40。（六）挂牌现场会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六、交易机构、出让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一）交易机构：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交易机构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
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项目联系人：
麦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83333322。（二）出让人名称：陵水
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让人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椰林南干道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1楼1号审批室。项目联系人：王
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38322579。

七、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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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具体
流程详见《竞买须知》。（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四）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8月4日

项目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湾B-01
区2022-03号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港
口门外海3.6KM处

用海面积
（公顷）

79.6749

用途

主要养殖
金鲳鱼等

用海
类型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方式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性质

经营性

用海期限
（年）

1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31.06

保证金
（万元）

6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