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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海南分部） 海南
开放大学（原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一所百姓身边的新
型大学 学知识 强素质 拿文凭 交朋友

海南开放大学是海南省人民政府举办的本科成人高等学
校。教学点覆盖全省各市县，免试入学，工作学习两不误，是成
人本、专科学历教育优选；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
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本科可授予学士学位。

开设专业类别：文史、财经、理工、旅游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海口学院 66291403，三亚学院

88214928，儋州学院（含洋浦）23588485，琼海学院（含万宁）
62819613，文昌学院（含定安）63299166，东方学院（含昌江、乐
东）25583266，五指山学院（含陵水、保亭、屯昌、琼中、白沙）
13637593992，精英学校（海口琼山）31329729，智天下培训（海
口秀英、临高、澄迈）18789917890。

◆校本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开放大学
远教大楼10楼1003室海口学院

◆校本部咨询电话：66291403、66272310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9月23日

《海口市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
LA-01-J05地块用地规划条件修改必要性公示启事

为促进军改民政策实施，《海口市江东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控制
性详细规划》JDLA-01-J05地块土地用途应从军事用途变更为民
用用途，按建设需要合理调整规划用地性质为科研用地和居住用地
（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并相应调整容积率等控制指标。为广泛征
询社会公众及周边利害关系人意见，现按程序对该项目JDLA-01-
J05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2
年8月8日至2022年8月16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
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目
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
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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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86617，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8月8日

项目名称：4#门机回转转盘及变幅维修工程。

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方需为国内注册独立企业

法人，具备资质证书单位。

报名时间：2022 年 8月 8日至 8月 12日（五个工

作日）。

联系方式：罗先生 13976313010。

招标人：海南新兴港务有限公司
2022年8月8日

海南新兴港
门机回转转盘及变幅维修工程招标公告

我司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海口市救助管理站综

合服务大楼项目施工、监理招标代理服务单位，请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

托书以及业绩实力等相关材料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

情，以便我司开展遴选工作，确定拟邀请对象。截至2022年

8月10日17:30，停止报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

区创业孵化中心2单元7楼海口美丽村庄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梁工 68617692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救助管理站综合服务大楼
项目施工、监理招标代理服务的公告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罗牛山广场二期”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滨
海大道78号，于2018年取得许可（证号：建字第460100201800172
号）。现2#楼、3#楼、5#楼、6#楼已建设完成且封顶检查合格，绿化、
道路、停车位等配套以及现场安全隔离设施设置已完成，我司拟对
上述建筑办理分期竣工规划核实手续。为了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
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流程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2022年8月8日至2022年8月1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秀英
区滨海大道78号罗牛山广场二期项目门口。3.公示意见反馈方
式：（1）电子邮箱请发送到22221994098@qq.com；（2）书面意见请
邮寄：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05号百方大厦B座31楼，邮政编
码：570100；（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间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异议；（4）咨询电话：13876247067，联系人：罗辑；（5）监督单
位：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电话：68911737，邮箱：
zzgjxyfjgs@sina.com。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8日

关于“罗牛山广场二期”项目分期竣工规划核实的公示

不动产权益征询异议公告
我司全资子公司海口市服务公司位于海口市海府路8号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土地证号：Q0774、房产证号：HK010708），经现场测绘，

东湖大酒店主楼第六层、附楼、综合楼、餐厅等11处增建建筑物（详见下表及示意图）属于海口市服务公司资产并享有权益。对上述建筑物
权属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材料向我司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异议的，则视为无异议。地址：海
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券大厦5楼。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13876352952。 海口市国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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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名称

东湖大酒店主楼1第6层1号
东湖大酒店主楼1第6层2号
东湖大酒店主楼1第6层3号（水池）
东湖大酒店主楼1第6层4号（楼梯口）
东湖大酒店主楼2第6层
东湖大酒店附楼
综合楼
餐厅
洗衣房
楼梯
电房

结构

混合
砖瓦

钢筋混凝土
混合
框架
混合
框架
框架
混合

钢筋混凝土
混合

建成
时间

1974年6月
1985年10月
1974年6月
1974年6月
1985年10月
1974年6月
1974年6月
1974年6月
1974年6月
1974年6月
1974年6月

计量
单位
m2

m2

m3

m2

m2

m2

m2

m2

m2

m2

m2

建筑面积
体积 m2或m3

173.96
26.69

141.78
18.74
37.64

680.40
4,401.72

750.77
12.67
11.92

144.83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96破3-2号

2018年7月24日，本院根据海南电缆厂的申请裁定受理海南电
缆厂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2022年3月23日，电缆厂主要资产包
括：拍卖电缆厂办公宿舍大楼、铠装车间以及华侨农场的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5幢房产、机器设备所得款项共计人民币47388358元。在支
付破产费用后，海南电缆厂现有资产为人民币46129141.02元。上述
资产不包括文昌市政府拨付的职工安置专项资金44177988元，政府
的该笔专项资金其中43710180.55元已用于为部分职工缴纳社会保
险费，剩余专项资金人民币467807.45元。目前没有发现海南电缆

厂还有其他资产。截止至2021年1月31日，管理人共接收277位债
权人申报的债权，申报债权 416 笔，申报金额共计人民币
3775774595.33 元，美金 13328728.78 美元，港币 34717309.63 港
元。最终经本院裁定确定的海南电缆厂所负债务为人民币
600549165.23元，美金2252938.91美元，港币7068476.61港元。本
院认为，海南电缆厂的债务均已到期，其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4月11日裁定宣告海南电缆厂破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4月11日

下列柴油机动车辆所有人：
在实施行政检查时，我分局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辆通行

附加费征收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不
按照《条例》规定缴纳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的你（单位）名下柴油机
动车辆（详见下面车辆明细）实施了暂扣措施。现暂扣期限已届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下列
车辆解除暂扣行政强制措施。请下列车辆所有人携带身份证原件
（车辆所有人为单位的，携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书原
件、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和车辆行驶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原件，自
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到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澄迈分
局（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西侧）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的，我
分局将按有关法律法规对暂扣车辆进行处置。本公告自登报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车辆明细：（黄牌）赣 K56792、琼 C58328、京 AP1049、赣
CQ2366，琼A5367J、琼55932、琼B11815、琼C5B709、琼A61767、
豫HR9078、琼A75102、琼A98608、鲁Q725KQ、琼C5A103（蓝牌）、
琼AEL711。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澄迈分局
2022年8月8日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澄迈分局
关于解除行政强制措施的公告

●海南中宜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公告
根据2022年7月26日本公司股东

会决议，公司注册地址及经营地址

变更为：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滨江

路88号枫丹白露B区8号楼3层

301房。新任董事会成员为叶萍

女士、郑颖女士、朱章太先生，监事

由余康乐先生担任。公司原董事

许崇高先生、郑建平先生、监事陈

明强先生不再代表公司履行相应

职责。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登记

变更。特此公告。

海南达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8月8日

三亚金龙加油站委托经营公告
一、项目名称：三亚金龙加油站
委托经营项目。二、委托经营内
容：加油站经营权及土地出租，
详见：海口海关门户网站http://
haikou.customs.gov.cn。三、联
系人：翁先生 0898- 68516964。
四、报名时间：2022 年 8月 8日—
8月12日。

海口海关采购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口海关技术中心
仪器设备计量服务采购项目。二、
采购内容：仪器设备校准服务，详
见：海口海关门户网站 http://
haikou.customs.gov.cn。三、联
系人：翁先生 0898- 68516964。
四、报名时间：2022年8月8日—
8月12日。

清算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华府幼儿园因“民

转公”停止办学，现申请注销民

办 学 校 办 学 许 可 证

（246010360000328），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460106MJP2257737），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 45日

内，向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清算

起止时间：2022 年 7 月 15 日至

2022年8月28日。清算组成员：

吉德梅组长、李茵茵、梁少君、杨慧

春、许雄、王丽珍、符静素。联系

人：吉德梅 18689638826，邮箱：

451837665@qq.com。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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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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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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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反复
交涉，在美国政府的纵容和安排下，明目张胆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这一倒行逆施严重侵犯中国主
权，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美方所作的承
诺，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多位专家受访指出，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屡屡采取错误言行，企图打“台
湾牌”阻挠中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这
一图谋注定无法得逞。

美方操弄“台湾牌”
变本加厉、花样繁多

中方针对美台勾连的挑衅行径采取坚定有
力的反制措施，美方声称中方“改变台海现
状”。那么，台海现状到底是什么？受访专家指
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只有一个，两
岸同属一国，这是台湾自古到今的现状。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几十年来一直不
变的台海现状。

这个现状究竟是被谁打破的？专家一针见血
地指出，破坏者恰恰是美国反华势力和台湾“台
独”分裂势力。2000年，美方把单方面炮制的所
谓“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前，
把所谓“对台六项保证”放在美国一个中国政策表
述中，这是不折不扣改变现状。蔡英文上台后不
断推进“渐进式台独”，大搞“去中国化”，在各种场
合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假象，这是明目
张胆改变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研究室
主任汪曙申分析指出，当前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
紧张和严峻挑战，根本原因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和

美方不断改变现状、制造事端。美方操弄“台湾
牌”动作频频、花样繁多，包括“窜访牌”“军售牌”

“立法牌”“国际参与牌”“经济牌”等。
——“窜访牌”。近年来，美方大幅放宽美

台官方交往约束，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和国会
议员多次窜访台湾，双方往来的层级和频率
明显提升，突破了美方仅与台保持非官方关
系的承诺。

——“军售牌”。美方持续对台出售武器装
备，2016年以来对台军售逾15次，累计金额近
200亿美元。今年对台军售就已有4次，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
七”公报规定。

——“立法牌”。美方持续炮制涉台相关法
案，既有单独的涉台法案，也有在综合性法案中夹
带涉台条款，通过国内法对外实施“长臂管辖”，图
谋把中美关系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变为本国的“实
务问题”，为“以台制华”提供政策条件。

——“国际参与牌”。美方不断鼓噪支持台湾
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攻击联
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谬
论，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经济牌”。美方以助台拓展国际经济空
间为由，怂恿台湾在经济上与大陆“脱钩断链”，包
括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减少与大陆的经济合作，
特别是对两岸科技领域合作进行限制。

汪曙申指出，美方不择手段打“台湾牌”，不断
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美国政
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严重违
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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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方全方位压榨台湾
岛内百姓深受其害

“美方行事一贯牺牲他人、满足自己，其一再
操弄台湾问题，加强美台勾连，并非出于对台湾利
益的考虑，相反是在压榨台湾，获取大量经济与政
治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外交学院美国研究中
心主任李海东说。

“近些年，美方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
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极力渲染和炒作台海问
题，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汪曙申指出，
眼看中国整体实力跃升，美方表现出越来越强
的焦虑感。美方不愿放弃台湾这颗重要“棋
子”，遂不断调动盟友加紧介入台湾问题，拉帮
结伙阻挠中国统一进程，以最大限度发掘台湾
的“政治价值”。

专家分析，美方深知民进党当局为谋“独”必
须倚仗自己，于是把台湾当成“提款机”，肆无忌惮
地全面压榨台湾的经济价值。除让台湾花费巨款
对美军购、缴纳高额“保护费”外，美方还不顾岛内
民众强烈反对，要求台湾开放含瘦肉精的美猪进
口、购买美国民航客机；为解决“芯片荒”，要求台
积电赴美建厂，交出库存、客户名单等资料；美政
客还频频收取台湾当局高额“政治公关费”，编造
台“对美外交成绩”……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张冠华指出，
民进党当局一心向美国靠拢，以高昂的经济代价
换取虚妄的政治利益，搞经济上的“倚美谋独”“亲
美疏陆”让台湾付出高昂代价，其后果注定由广大
台湾民众承受。

“为换取美方政治支持，民进党当局不惜损害

岛内民众的福祉，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经济民生
利益。”张冠华说。

“以台制华”注定失败
“倚美谋独”死路一条

“美方任何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保护自身利益，
其一贯的外交政策行为都是牺牲他方、满足自身，
这已被种种事实清晰证明。”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
所政治研究室主任曾润梅说，民进党为了实现“台
独”幻想，深陷“倚美谋独”的迷思，将台湾命运押
宝在贪婪自私的美国反华政客身上，这种做法极
不负责任，也十分危险。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没有任何妥协
退让余地。中方绝不会坐视美国打‘台湾牌’服务
国内政治和政客私欲。”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
李鹏指出，美方不论以什么方式支持纵容“台独”，
最终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台湾问题上挑衅
滋事，企图以此迟滞中国发展，完全是徒劳的。美
方须停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不要在错误
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指出，
美台加紧勾连挑衅的背后，包藏的是“以台制华”
的祸心，打的是“倚美谋独”的算盘。民进党当局
甘心充当美国反华势力的“棋子”，肆无忌惮谋

“独”挑衅，完全是误判了形势，打错了算盘，绝不
可能得逞，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给广大台湾
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朱松岭说，中国历史上曾饱受列强侵略，包括
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历史
的悲剧重演。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记者石龙洪）

新华社开罗 8月 6日电 据埃及官方中东
通讯社报道，埃及总统塞西6日在视察军事学
院时强调，埃及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是一贯和

坚定的。
塞西说，埃及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认为这有

利于维护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据新华社贝鲁特8月5日电（记者刘宗亚）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黎巴嫩看守政府外长阿卜杜拉·布·哈比卜5日会

见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钱敏坚时表示，黎巴嫩坚定
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将继
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新华社南京 8 月 7 日电 （记 者 李 秉 宣
韩 学 扬）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
计划，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
合演训，重点检验联合火力对地打击和远距
离空中打击能力。

东部 战 区空军连续出动预警机、轰炸
机、干扰机、歼轰机、歼击机等多型多批战
机，继续在台岛周边空域成体系实施联合侦
察、制空作战、对地突击、支援掩护等实战化
演训。在海空体系支援下，空中打击兵力协

同远箱火、常规导弹部队，区分多个方向，对
预定目标实施联合精确打击演练；多支轰炸
机编队按照预设航线，南北双向穿越台湾海
峡；数架歼击机联合海上驱护舰开展联合演
训。

东部战区空军参谋部某处处长张智说：
“此次行动，系统检验了信息化条件下体系
进攻战役战法，锤炼提升了对岛屿要害目标
精确摧毁能力，确保空中力量打得快、打得
准、打得狠。”

东部战区接续开展联合演训检验精确打击能力新华社达卡8月7日电
（记者刘春涛）当地时间2022
年 8月 7日，国务委员兼外
长王毅在访问孟加拉国期
间，针对最新形势和美方无
理狡辩，指出美方在佩洛西
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上犯了三
方面错误。

一是粗暴干涉中国内
政。美方不顾中方反复劝告
警示，一意孤行，安排美政府
三号人物到中国台湾地区进
行所谓“访问”。须知，台湾
不是美国的一部分，而是中
国的领土，美方自己也做出
过公开承诺。美方的行径，
是在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二是纵容支持“台独”势
力。任何国家都必须维护国
家统一，都不容许分裂势力
肆意妄为。台湾地区执政的
民进党把谋求独立写入党
纲，近年来千方百计搞渐进
式“台独”，制造“两个中国”
和“一中一台”。美国会众议
长公开为其撑腰打气，与分
裂势力为伍，与中国人民为
敌。

三是蓄意破坏台海和
平。美国惯于先制造一个问
题，再利用这个问题实现自
身战略图谋。有迹象表明，
美国在策划佩洛西窜访问题
上又想故伎重演，正在借机
加大地区军事部署，这值得
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

王毅说，中方的坚定立
场和采取的举措正当、合理、
依法、必要、公开、适度，旨在
维护中国的神圣主权和领土
完整，遏阻美国“以台制华”
的图谋，粉碎台当局“倚美谋
独”的幻想，真正维护好台海
的和平、地区的稳定。

王毅强调，不干涉内政
原则是国与国交往的“黄金
法则”，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
身主权安全的“护身法宝”。
我们感谢各国对中方立场的
理解和支持。在单边霸凌行
径不时横行的今天，国际社
会应就此形成更明确的共
识，发出更有力的声音，共同
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
国际法，共同维护所有发展
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王
毅
：
美
方
在
台
湾
问
题
上
犯
了
三
方
面
错
误 埃及总统塞西：

埃及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黎巴嫩政府重申

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