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西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西自然资告字[2022]06号

经莱西市人民政府批准，莱西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的方式出让2宗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拍卖出让地块空间范围以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的规划方案为准。 1-2 号地块出让
价款总额为土地单价与公告土地面积的乘
积。

二、竞买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或《出让须知》规
定禁止参加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必
须单独申请。

非莱西市注册登记申请人，须于签订《成
交确认书》之日起按规定时间（内资企业 30 日
内，外资企业 60 日内）在莱西市辖区内注册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由新公司作为开发

主体进行开发经营。申请人需注册新公司的，
在申请书中应有明确表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
让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交易系统（以
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上交易系统通过青
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qingdao.
gov.cn/ggzy/index.html）点击“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入‘网上交易’”）进行。

本次拍卖的 1-2 号地块均不设底价，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1 号地块设有最
高限价，竞价若达到最高限价时，交易终止。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有关要
求，详见《莱西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

卖出让文件》（以下简称：拍卖出让文件）和《青
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则》等资
料。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

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8 月 6 日至 2022 年 8 月
25日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出
让文件及相关资料，并按照拍卖出让文件规定
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 2022 年 8月 6日至 2022
年 8月 25日 16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
间为准，下同），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
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到账截止时间2022年8月25日16时。

申请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时

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后，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
竞价权限。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时
间定于2022年8月26日10时。

七、竞买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

竞买人资格后审制度，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申请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
动。数字证书（CA）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
求，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CA）的办理
指南》。

（二）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
易系统提出竞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
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三）申请人可根据需要，自行现场踏勘出
让地块。

（四）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
让人将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九、联系电话
业务咨询：0532-86408929
数字证书（CA）咨询电话：0532-85916352、

85938170
莱西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8月6日

序号

1

2

地块编号

370285101234GB04005

370285004202GB04001

土地位置

姜山镇南环路北华山路西地块二

开发区金山东路南体院路西

土地面
积(m2)

15001

136021

土地
用途

工业

工业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2

≥1.2

建筑密度

≥40%

≥40%

绿地率

≤15

≤15

非生产性用地

≤7%

≤7%

投资强度
（万元/亩）

≥300

≥300

准入条件

汽车部件生产项目

清洁能源产品生产项目

出让年
限

50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03.5269

4339.0699

拍卖起始价（土地
单价）（元/m2）

269

319

耕地开垦费
（万元）

320.49

2666.7

备 注

工业类项目“标准地”

工业类项目“标准地”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铁橛山路小
学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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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铁橛山路小学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以
保证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科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铁橛山路小学
建设地点：铁橛山路南、凤凰山路西
设计单位：青岛瑞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规划内容：用地面积 3391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25000平方米。地上建

筑面积为 21214.78平方米，其中教学楼建筑面积为 21172.27平方米，北门卫
建筑面积为 31.57平方米，东门卫建筑面积为 8.9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3785.22平方米。容积率 0.63，建筑密度 22%，规划车位 133个。

二、公示及反馈方式：
长江东路 443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西海岸新区政

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公开—区自然资源局—重点
工作—规划批前公示）。

长江东路福瀛大厦大堂意见箱，请将意见和建议附上证明相关利害人
身份证复印件放入意见箱。

三、咨询电话：建设单位 68971607；自然资源局 86995762
四、公示时间：2022年 8月 9日至 2022年 8月 15日

2022年8月6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地铁 5 号线国信体育馆站一期管迁延期施工需要，自

2022年 8月 1日至 2022年 8月 25日占用劲松七路（银川东路至

同兴路）段部分车行道，行经车辆请减速慢行。

施工时间为晚 22时至次日 5时前恢复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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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通告

2022年8月1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辛安小学扩
建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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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岛区辛安街道办事处扩建辛安小学规
划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以保证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
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黄岛区辛安街道办事处
建设项目：扩建辛安小学
建设地点：黄河中路以北，奋进路以西
设计单位：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规划内容：扩建 12班教室、专用教室、食堂餐厅、办公用房、250米跑

道，用地面积 30404 平方米，扩建部分总建筑面积为 11706.27 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为11101.04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605.23平方米。容积
率0.78，建筑密度30.6%，规划机动车停车位130个。

二、公示及反馈方式：
长江东路 443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西海岸新

区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公开—区自然资源局
—重点工作—规划批前公示）。

长江东路福瀛大厦大堂意见箱，请将意见和建议附上证明相关利害
人身份证复印件放入意见箱。

三、咨询电话：建设单位18560672278；自然资源局86995762
四、公示时间：2022年8月9日至2022年8月15日

2022年8月6日

通 告
流亭立交桥桥面中修工程将于2022年8月6日-2022年9

月30日进行桥面铣刨重铺施工，与西流高架桥封闭同步进行

分段施工。请途经过往车辆和行人，遵守交通标志的指示和

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提前选择其他路线绕行。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

青岛市城阳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2年8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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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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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高潮高375厘米 高潮时23时05分 低潮高135厘米 低潮时17时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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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金边 8月 5日电
（记者吴长伟）当地时间 8 月
5 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
毅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
外长会后，面向中外媒体举行
记者会。

王毅说，我愿就台湾问题
阐述中方的立场，考虑到美方
刚刚就此散布了不少虚假信
息和不实之词，更需要我们讲
清事实，以正视听。

王毅表示，美国众议长佩
洛西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反
复交涉，实际上在美国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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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违背美方所做
的承诺，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
定。中方理所当然要做出坚
决回应。我们的立场正当、合
理、合法，我们的举措坚定、有
力、适度，我们的军事演训公
开、透明、专业，符合国内法、
符合国际法、符合国际惯例，
旨在向肇事分子发出警示，对

“台独”势力进行惩戒。我们
将坚定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
土完整，坚决遏阻美国“以台
制华”的图谋，坚决粉碎台湾
当局“倚美谋独”的幻想，同
时，我们也是在维护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尤其是联
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不干涉内
政 这 一 最 为 重 要 的 国 际 法
则。如果不干涉内政原则被
无视、被抛弃，这个世界将重
回丛林法则，美国将更加肆无
忌惮地以所谓实力地位对待
欺负其它国家，尤其是广大中
小国家。我们不能允许这种
事情发生，各国也应团结起
来，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不
允许人类文明进程倒退。

王毅说，正因为如此，已
经有 100 多个国家公开站出
来，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理解和支持中方的正当立
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明确强调，联合国将继续坚持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核心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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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国际社会共同
的正义之声。

王毅强调，美国“以台制华”只是空
想，丝毫阻遏不了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大
势，丝毫阻挡不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台独”势力“倚美谋独”更是
幻想，注定死路一条，脖子上的绞索只会
越来越紧。

针对美辩称美众议长访台曾有过先

例，王毅强调，当年美众议长
金里奇对台湾的访问是一个
严重错误，中国政府当时就
予以强烈反对。美国没有任
何权利和资格再犯同样错
误，不能把过去的错误当成
今天重犯的借口和理由。难
道美国要把历史上干过的坏
事、丑事都再做一遍吗？

针对美方称中方改变台
海现状，王毅表示，这完全是
造谣和污蔑。台湾从来不是
一个国家，中国只有一个，两
岸同属一国，这就是台湾自
古到今的现状。1978年中美
建交公报中明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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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几十
年来一直不变的台海现状。
但这个现状确实被打破了。
破坏者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和台湾分裂势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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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改
变现状吗？前几年，美方把
秘而不宣的所谓“对台六项
保证”公然放在美国一中政
策表述中，这不是改变现状
吗？不是在掏空一中政策
吗？建议美国当政者重新把
三个联合公报拿出来好好看
一看，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
的台海现状，是谁改变了台
海现状。台湾方面同样如
此。民进党上台后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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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不
是在明目张胆改变现状吗？
如果孙中山先生泉下有知，
也会指着蔡英文的鼻子，称
她为不肖子孙。

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正在
加大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
王毅表示，希望各方对此高
度警惕。美方的惯用手法就
是先制造问题，然后利用问

题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在中国面前，这
套做法行不通！我们要严正警告，美国不
要轻举妄动，不要制造更大的危机。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上表示，
美方希望遵守国际法，维护各国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王毅说，我们很长时间没有
听到美方这样的表态了，美国迄今干了多
少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情，如果
真能改邪归正，我们予以鼓励，但关键是
要落到实处。首先应该在台湾问题上履
行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不要
再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再纵容和支持“台
独”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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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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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洛西此行犯下背信弃义、践踏法治、破坏和平、
干涉内政、政治操弄、以权谋私六宗罪，必将受到历史
公正的审判和清算。

背信弃义

佩洛西窜访台湾严重违反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中所作承诺。1972年，美国在“上海公报”中明确
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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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
提出异议。1979 年，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
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
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1982年，美国在

“八·一七”公报中明确承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无意侵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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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公报是中美关
系的政治基础。

近年来，美方说一套、做一套，不断虚化、掏空一
个中国原则，以“切香肠”方式挑战中方底线、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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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仅不改变上届政府犯下的严
重错误，反而进一步拉拢盟友，拉帮结伙打“台湾牌”，
在国际上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推动台湾问题
国际化，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只能有一个。美国
国会众议院作为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理应严格遵守
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
何官方往来。佩洛西是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仅次于
副总统的美国总统第二顺位继承人，其以任何形式任
何理由赴台活动，都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都是升级
美台官方交往的重大政治挑衅，都是对美方政治承诺
的背弃。

践踏法治

佩洛西窜访台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这一
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

1971 年 10 月，第 26 届联大通过第 2758 号决议，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
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
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
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这一决议不仅
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
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且明确了中国在联
合国席位只有一个，而没有两个，不存在“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的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构成二战后国际

秩序的组成部分。目前，全世界有181个国家在一个
中国原则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佩洛西口口声声说，此访与美国以1979年“与台
湾关系法”、中美联合公报、“对台六项保证”为指导的
长期政策并不冲突，并以此作为窜访台湾的借口。事
实上，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也好，“对台六项保证”也
罢，纯粹是美国国内一些势力单方面炮制出来的，本
质上是将美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义务之
上，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无视和践踏。

破坏和平

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
“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佩洛
西窜台是美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最新例证，严
重破坏台海和平和地区稳定，美国应该也必须为此负
全部责任。

日前，多国官方发表声明，谴责佩洛西窜台导致
台海局势升级，是蓄意的政治军事挑衅和破坏地区和
平与安宁的恶劣行径，坚决支持中方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佩洛西窜台的挑
衅行径也遭到美国内很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评。
他们纷纷公开表示，佩洛西此行哗众取宠，极其危险
又不负责任。台湾岛内民调显示，近三分之二受访者
认为此次访问破坏了台海和平稳定。

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历
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当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充分认可和
认真遵循时，台海就会保持风平浪静，两岸就能实现
和平发展；而当一个中国原则受到肆意挑战，甚至遭
到破坏时，台海就会阴云密布，甚至出现狂风暴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以贯
之的，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 14 亿多
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

逆和平发展历史大势而动者，无论是谁，都必将
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干涉内政

佩洛西窜台期间利用各种场合大放厥词，在民主
人权、香港、西藏、新疆、宗教等问题上对中国污蔑抹
黑，体现了她一贯的反华立场。

多年来，佩洛西一直把反华仇华当作政治营生，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1991 年，佩洛西在访华期间以
支持所谓民主为名寻衅滋事、哗众取宠；2008 年，佩
洛西在西藏问题上煽风点火，还敦促时任美国总统
小布什抵制北京夏季奥运会；2019年，佩洛西在华盛
顿接见窜访的反中乱港分子，将香港暴力游行称为

“美丽风景线”；2019年，佩洛西会见“疆独”头目热比
娅；2021 年，佩洛西故技重施，呼吁美国“外交抵制”
北京冬奥会。而在台湾问题上，近些年美国国会通
过的一系列所谓“友台”法案，背后都有佩洛西的

“黑手”。
佩洛西对于美国国内千疮百孔的问题视而不见，

不关心本国人民的生计福利，却沉迷于重复那些早已
被无数事实揭穿的世纪谎言，充分暴露了其反华政客
的丑恶嘴脸。无论她以什么方式作秀，最终都将是竹

篮打水一场空，只会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美国粗暴干涉
别国内政的丑陋记录。

政治操弄

佩洛西妄称，“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威权与民主的
抉择”，“美国众议员代表团此次访台，彰显美国对台
湾民主的坚定支持”。但实际上，佩洛西所作所为绝
不是为了捍卫民主，而是打着“民主”的幌子，侵犯中
国主权、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发展，是赤裸裸的政
治操弄。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
不是少数国家的私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
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
画脚来评判。佩洛西以及一些美国政客以“自由、民
主、人权”卫道士自居，根据自身好恶评判别国是否民
主，在国际上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实质是
固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错误理念，将意识形态和价
值观作为党同伐异、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极力维护
美西方既得制度性权力，维护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
为核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

长期以来，美国将民主标签化、政治化、武器化，
推行“民主改造”，策划“颜色革命”，造成灾难性后
果。2001 年以来，美国以民主为名，在阿富汗、伊拉
克、利比亚、叙利亚发动的战争和军事行动造成几十
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受伤，数千万人流离失所。佩洛
西如今所为如出一辙，再次暴露出美国假民主、真霸
权的丑陋面目，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
反对。

以权谋私

正如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美国中期选举将至，民
主党深陷颓势，佩洛西妄图借打“台湾牌”获得“政治
加分”，留下所谓政治遗产。但这些成果均是“个人
的、象征性的、短期的”，而造成的地区安全局势紧张
等严重后果和影响则是长期的，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损
害是深远的。

美国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在社交平台推特
上痛斥佩洛西，称其甘愿冒风险去台湾只是为了帮丈
夫保罗·佩洛西近期投资芯片产业谋取利益，“美国人
对这样一个沉迷于一己私利的人感到厌倦，她在整个
国家崩溃的几十年里一直掌握着权力”。

格林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近来，佩洛西夫妇丑闻
不断、饱受质疑。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佩洛西的丈
夫保罗·佩洛西近两年成为了美国股市的风云人物，
其投资眼光总能走在政府政策的前头。2020年，佩洛
西夫妇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6％，而同期“股神”巴菲特
的投资回报率仅为26％。靠着如此操作，佩洛西一家
净身家已经过亿。窜台之前，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被问
及其丈夫是否利用她的职务之便炒内幕股，佩洛西立
马否认，匆匆离场。

佩洛西的窜台表演，是美国政治、美国外交和美
国信誉的再一次破产，注定要被世人所唾弃、被历史
扫进垃圾堆。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佩洛西窜访台湾六宗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