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东海中路28号8号楼
恢复性建设项目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
高城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
市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东
海中路 28号 8号楼恢复性建设项目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示，
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赵万军
2、建设项目：东海中路28号8号楼恢复性建设项目
3、建设地点：市南区东海中路28号8号楼
4、公示阶段：恢复性建设
二、公示方式：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区（东海东路 78号）、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及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2年8月7日—2022年8月13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2年8月8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

规划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及现场公示意见箱
咨询电话：83888059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城阳区实验小
学改扩建及提升工程一期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
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规划
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城阳区实验小学改
扩建及提升工程一期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
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城阳城发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城阳区实验小学改扩建及提升工程一期
3、建设地点：青岛市城阳区崇阳路442号，实验小学校园内
4、公示阶段：规划方案
二、公示方式：城阳规划展览馆公示区（礼阳路 109号）、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2年8月7日——2022年8月13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2年8月7日——2022年8月9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城阳规划

展览馆公示区及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765366

声 明
遗失青岛平度市金巢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编号:平规字[2009]40号,声明作废。

青岛平度市金巢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8月5日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整减至 560万元

整。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81MA3CMPTP02）

联系人：管平 联系电话：85262127
青岛众利源服饰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债权债务公告
青岛锶源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70200MJD843713F），经我

单位第二届2次理事会会议表决同意，决定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并成立清算
组，负责清算工作。请我单位的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请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请我单位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清算组通讯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78号国家(青岛)通信产业
园3号地块3号楼12A层。联系人：徐翔，联系电话：13697686290。

青岛锶源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2022年8月5日

青岛海洋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部关于博
观星海四期项目规划方案进行社会公告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
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融辉泰投资有限公司博
观星海四期规划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告，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
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融辉泰投资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博观星海四期
3、建设地点：黄岛区月亮湾路北，墨香路西
4、公告阶段：报纸公示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1、公告地点：黄岛区月牙河路77号（青岛海洋高新区政务服务大

厅)、西海岸政务网及博观星海四期项目现场入口公示牌公示。
2、投票地点：黄岛区月牙河路77号(青岛海洋高新区政务服务大

厅)投票箱，请将意见和建议按规定填写后放入投票箱。意见票应附
证明相关利害人身份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或购房合同复印件及身份
证复印件，否则意见票无效。

三、咨询电话：建设单位15822189195
青岛海洋高新区管委规划建设部85162572
四、公告时间：2022年8月8日至2022年8月16日

2022年8月5日

青岛海洋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部关于博
观星海五期项目规划方案进行社会公告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
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融辉泰投资有限公司博
观星海五期规划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告，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
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融辉泰投资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博观星海五期
3、建设地点：黄岛区月亮湾路北，墨香路东
4、公告阶段：报纸公示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1、公告地点：黄岛区月牙河路77号（青岛海洋高新区政务服务大

厅)、西海岸政务网及博观星海五期项目现场入口公示牌公示。
2、投票地点：黄岛区月牙河路77号(青岛海洋高新区政务服务大

厅)投票箱，请将意见和建议按规定填写后放入投票箱。意见票应附
证明相关利害人身份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或购房合同复印件及身份
证复印件，否则意见票无效。

三、咨询电话：建设单位15822189195
青岛海洋高新区管委规划建设部85162572
四、公告时间：2022年8月8日至2022年8月16日

2022年8月5日

青岛古镇口核心区规划建设局关于金地商置青岛西
海岸新区相公山路项目规划变更进行社会公告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
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
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金地商置青岛西海岸新区相公山路
项目规划变更进行社会公告，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威航置业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金地商置青岛西海岸新区相公山路项目
3、建设地点：相公山路北、珠山南路西
4、公告阶段：规划变更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1、公告地点：西海岸新区融合路681号(古镇口核心区管委一楼展

厅)及相公山路北、珠山南路西项目现场入口公示牌公示。
2、投票地点：西海岸新区融合路681号(古镇口核心区管委一楼展

厅)投票箱，请将意见和建议按规定填写后放入投票箱。意见票应附证明
相关利害人身份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或购房合同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
件，否则意见票无效。

三、咨询电话：青岛古镇口核心区规划建设局85130871
四、公告时间：2022年8月8日至2022年8月14日

2022年8月5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通 告
因 2022年声屏障安装工程施工需要，自 2022年 8月 8日

至2022年10月8日占用跨海大桥高架桥海尔工业园段、跨海

大桥高架桥67中段部分车行道，施工时间为晚22时至次日5

时前恢复交通。自 2022年 8月 8日至 2023年 8月 8日占用松

岭路(张村站至北九水站)部分车行道，施工时间为晚12点30

分至3点30分前恢复交通，行经车辆请减速慢行。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需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

志的指示，安全出行。

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

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

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2022年8月1日

通 告
因 2022年声屏障安装工程需要，青岛市崂山区交通运输

局在青银高速公路桩号K1+025-K1+225、K2+135-K2+295
段安装声屏障，自 2022年 8月 8日至 2022年 10月 30日。施工
时间为早晨9点至下午16点，施工期间占用部分车道，途经施
工段的车道需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志的指示，减速慢
行。施工路段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车辆及人员注意行车安
全，规范施工，特此公告。

青岛市崂山区交通运输局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青平高速公路大队

2022年8月4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遗失声明

遗失编号为“青崂建施字 11030”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正、副本。

孙宏民
2022年8月4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汉河社区改造项
目C2地块规划方案变更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
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规划
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崂山区九水东路以
东、南九水河以西、汉河五路以北、汉河七路以南汉河社区改造项
目C2地块规划方案变更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
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汉峰建设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汉河社区改造项目C2地块
3、建设地点：崂山区九水东路以东、南九水河以西、汉河五路

以北、汉河七路以南
4、公示阶段：规划方案变更
二、公示方式：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区（东海东路78号）、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及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2年8月6日——2022年8月12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2年8月8日——2022年8月10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规划

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及现场公示意见箱
咨询电话：88890739

6698852766988527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7国 内2022年8月5日 星期五

责编 任子政 审读 张 鑫 排版 戚晓明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朱超）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4 日指出，美方有关涉台言论是典型的颠倒是非、贼喊
捉贼。当前台海局势出现任何紧张，都是美方一手造成的。
美方如果真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最重要、最关键的是，立
即言行一致、不折不扣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遵守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

当日下午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不
具名高官称，中方不应以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访台为由继续
寻求改变涉台现状，如台海局势在此访后出现任何升级或危
机，责任在中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美方有关言论是典型的颠倒是非、贼喊捉贼，
反映出美方一贯的霸道、蛮横无理。

第一，什么是台湾问题的现状？事实一清二楚、明明白
白。那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两岸虽长期政治对立，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
割。这是台海问题的真正现状。

第二，谁在制造台海危机？美方和“台独”势力勾连挑衅，
这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放
弃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倚美谋“独”。而美
方出于干扰遏制中国发展进程的战略目的，不断歪曲、虚化、
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企图玩弄“台湾牌”，以台制华，不断提升
美台接触水平，持续加大对台军售。佩洛西冒天下之大不韪
窜访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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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谁应该对台海紧张事态负责？中方已经反复明确
表明佩洛西窜台的严重性、危害性，并明确指出由此造成的一
切后果由美方负责承担，勿谓言之不预。但美国政府和佩洛
西唱双簧，一意孤行。美方恶意挑衅在先，中方正当防卫在
后。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正当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

第四，谁在改变台海现状？美方以25年前的错误先例为
由为佩洛西窜台狡辩，中方早已严肃指出，以前的错误不能成
为美方错上加错的借口。中方绝不允许美方继续以“切香肠”
方式步步蚕食、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美方以任
何理由和借口寻求逐渐改变台海现状。

外交部发言人：

美 方 有 关 涉 台 言 论 是
典型的颠倒是非、贼喊捉贼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8月2日，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此举与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背道而
驰，是对中方严重的政治挑衅，是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严重
破坏，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巨大冲击和威胁。中方对此强烈
愤慨、强烈反对。中国军队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对海突击、对
陆打击、制空作战等多科目针对性演练，组织精导武器实弹射
击，就是针对美台勾连的严正震慑。

我们正告美方和民进党当局，“以台制华”注定徒劳，“挟
洋自重”没有出路。美台勾连挑衅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
只会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是14亿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中国实现完全统一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我们将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行
径和外部干涉留下任何空间。

美台勾连挑衅只会将
台湾推向灾难深渊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
就我系列军事反制行动发表谈话

新华社南京8月4日电（记者李秉宣 韩学扬）中国
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于8月4日组织兵力位台岛周边海
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联合演训，对预定海域成功
实施远程火力实弹射击。

4日 13时许，东部战区陆军多台新型远程箱式火箭
炮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程火力实弹射击训练，对台湾海
峡东部特定区域进行了精确打击。新型远程箱式火箭炮
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箱式弹药补充方式能大幅缩短作战
准备时间。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箭弹喷射着尾焰呼啸而
出，形成密集火力网，直击目标海域。无人机实时传回的
打击画面显示：火箭弹精确命中目标。实弹射击取得预
期效果。

4 日下午，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预
定海域实施了多区域、多型号常导火力突击。记者在发
射现场目睹了导弹发射的壮观场面。接到发射命令后，
指挥员沉着冷静下达口令，号手迅速精准展开操作，装订
诸元参数，起竖导弹，展现出过硬军事素质和高昂战斗精
神。随着一声令下，多枚导弹依次腾空而起，直刺苍穹。
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区域，检验了参演部队精确打击
和区域拒止能力。

东部战区空军、海军航空兵出动歼击机、轰炸机、预
警机、加油机等多类多型战机100余架次，在预定海空域
开展跨昼夜联合侦察、空中加油、制空作战、对地突击、支
援掩护等实战训练，锤炼部队大机群连续出动、多兵力控
制协调、长时间持续制空、高强度精确打击等作战能力。

东部战区海军 10 余艘驱护舰艇连续位台岛周边海
域实施联合封控行动，对火力试射区域进行扫海警戒，配
合友邻兵力进行侦察引导。官兵全程保持高度戒备，多
次拉动，进行对海打击、防空反导、联合反潜等训练，随时
准备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

东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副局长刘东昆表示，此次实战
化联合演训，检验了体系支撑下战区多军种部队联合感知、
联合指控、联合杀伤、联合行动、联合保障能力。战区部队闻
令而动，敢打必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坚决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东部战区位台岛周边开展
规模空前的实战化联合演训

图四图四

图三图三图二图二

图一图一

■8月4日，东部战区火箭军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
海域实施火力突击。这是导弹发射升空（视频截图）。

新华社照片

图一：8月4日，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旅同时出动多架战
机，飞赴台岛周边海
域执行任务，进一步
检验部队实战能力。
这是战机警戒巡航。

图二：这是战机
编队出动。

图三：这是战机
进行空中加油（视频
截图）。

图四：8月4日，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
织远火分队在台湾海
峡实弹射击，完成精
确打击任务。这是发
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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