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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关于无主财产处理的公告
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侦办10.11开

设赌场案，依法扣押犯罪嫌疑人吕某昊涉
案资金人民币5.48万元、犯罪嫌疑人廖某
涉案资金人民币10万元、犯罪嫌疑人范某
骏涉案资金人民币8万元。经查上述案件
的财产无人认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
案件程序规定》233条之规定，望合法所有
人在公告六个月内持财产合法证明材料、
身份证明至我局认领。本次公告六个月内
无人认领或无法提供合法来源依据的将按
照无主财产处理，依法将上述案件中被扣
押的人民币23.48万元及孳息上缴国库。

公告时间：2023年1月17日至2023
年7月16日

联系电话：0535-6216444
联系地址：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

（市府街78号）
特此公告

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
2023年1月17日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及

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及国家相关规定限制的除
外），均可按《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规则》的要求，办理CA数字证书，申请
参加竞买。

三、公告期、竞买保证金截止期限、挂牌出
让期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
告期为：2023年1月17日至2023年2月6日。

（二）申请人可于2023年 2月 7日 9时至
2023年2月15日10时前登录烟台市土地市场

网，提交竞买申请并通过系统网上银行缴纳竞
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3年
2月15日10时（以烟台市土地市场网服务器时
间为准）。申请人须以办理CA数字证书的名称
一次性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账号
由系统自动生成）。逾期，烟台市土地市场网将
自动停止受理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交易时间
为：2023年2月7日9时至2023年2月17日10时；

四、竞买资料的取得
申请人可于2023年2月7日至2023年2月

15日期间，登录烟台市土地市场网，在首页上方
的“土地市场”——“土地出让”栏，点击意向地
块，对意向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进行查

询或下载（包括出让公告、竞买须知、出让合同
（模板）、相关图件、相关附件等）。

五、本次出让公告若内容发生变更的，烟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按原公告渠道发布补充
公告，网上挂牌出让活动自变更公告之日起，相
应顺延。

六、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 址：烟台市莱山区新苑路7号
电 话：0535-6898175
网 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ytlands.cn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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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山经济开发区 52007 ＞1.0 ＞40% ＜15% 2382 200 工业 50 挂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烟台市人民政府批准，烟台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烟台市土地市场网（网址：http://www.ytlands.cn）公开挂牌出让1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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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平方米、万元（人民币）

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烟自然资规莱告字[2023]第001号）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及

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及国家相关规定限制的除

外），均可按《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规则》的要求,办理CA数字证书，申请
参加竞买。本批次出让宗地不接受联合竞买。

三、公告期、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期限、挂
牌出让期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期

为：2023年1月17日0时至2023年2月6日9时。
(二)申请人可于 2023 年 2 月 6 日 9 时至

2023年2月16日10时前登录烟台市土地市场
网，提交竞买申请并通过系统获取保证金缴纳
账号，通过网银或电汇缴纳保证金。竞买保证
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3年2月16日10时（以烟
台市土地市场网服务器时间为准）。申请人须
以办理CA数字证书的名称一次性足额缴纳竞
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账号由系统自动生成）。
逾期，烟台市土地市场网将自动停止受理申请
(因银行保证金系统到账存在时间差，建议竞买
申请人保证金缴纳时间适当提前)。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期为：
2023年2月6日9时至2023年2月18日10时。

四、资格审查
依据《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规则》，网上挂牌交易期结束后，进入网上挂牌出让
审查期，审查期不超过3个工作日（详见竞买须知）。

五、竞买资料的取得

申请人可于2023年1月17日至2023年2
月18日期间，登录烟台市土地市场网，在首页的

“‘土地市场’→‘土地出让’”栏中点击意向地
块，对意向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进行查
询或下载（包括出让公告、竞买须知、出让合同
(模板)、相关图件、相关附件等）。

六、其他事项
本次出让公告若内容发生变更的，烟台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按原公告渠道发布补充公告，
网上挂牌出让活动自变更公告之日起，相应顺延。

七、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 址：烟台市莱山区新苑路7号
电 话：0535-6289493
网 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gtj.yantai.gov.cn
http://www.ytlands.cn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月17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烟台市人民政府批准，烟台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烟台市土地市场网（网址: www.ytlands.cn）公开挂牌出让2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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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烟自然资规芝告字[2023]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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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世南路以东，
南郊污水处理
厂南侧A1地块

通世南路以东，
南郊污水处理
厂南侧A2地块

芝罘区卧龙园区，通世
南路以东，南郊污水处
理厂南侧A1地块

芝罘区卧龙园区，通世
南路以东，南郊污水处
理厂南侧A2地块

烟G
〔2022〕
1002号

烟G
〔2022〕
1003号

13129
平方米

7120
平方米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规划
建筑面积

≥2.18 ＜15% ≥40% ≥2.86
万平方米

635.44
万元

50年
635.44
万元

建筑
密度

≥1.57 ＜15% ≥40% ≥1.12
万平方米

341.76
万元

50年
341.76
万元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将在3
月21日开始的伊历新年早些时候从俄罗斯接收一批苏-35型
战斗机。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5日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
策委员会成员沙赫里亚尔·海达里为消息源报道，战机订购已
经完成。伊朗还订购了导弹防御系统和直升机，大部分不久将
交付。

另据《德黑兰时报》报道，伊朗此次共引进24架苏-35型战
机，部分战机可能入列位于中部城市伊斯法罕的第八战术空军
基地。

伊朗20世纪90年代购进数架米格-29型战机，此后没有
引进任何战机。

伊朗数月内将从俄罗斯
接收一批苏-35战机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空军联合演习定于16日启动。白俄
罗斯防务官员说，演习包含侦察与反空袭内容，“纯属防御性
质”。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白两国空军拟于1月16日至
2月1日举行联合飞行战术演习。

在白俄罗斯国防部15日经由即时通讯软件“电报”发布的
声明中，白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第一副秘书帕维尔·穆拉韦伊科
驳斥了演习可能对乌克兰构成威胁的猜测。

他说：“这轮演习纯属防御性质，着重于空中侦察、防御空
袭以及关键设施和通信线路的空中防护。”

穆拉韦伊科强调，这类联合演习向来定期举行，今年也没
有什么幕后动作。

“演习本身是一系列旨在训练我方和俄方空军执行各自作
战任务的活动，演习场地使用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机场和地
面训练基地。”穆拉韦伊科说。

穆拉韦伊科还披露，白俄罗斯作为今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轮值主席国，将于9月主办集安组织计划中四轮演习的其中三
轮，还计划今年一季度举行本国的领土防御演习。

集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由1992年签署的独联体集
体安全条约演变而来，现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
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6个成员国。

据新华社电

俄白空军联合演习
明斯克强调“纯属防御性质”

一样的达沃斯风雪，不一样的世界风
云。

时隔三年，各国嘉宾再次来到冬季的瑞
士小镇达沃斯，参加于当地时间16日开始的
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历经新冠疫
情、乌克兰危机升级等重大事件，人们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自2017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三次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和致辞，从历史
和哲学高度，阐释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作答“世界
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深邃
的思想穿越时空，愈发闪耀出真理的光芒，
在大变局、大变革中愈发凸显引领的力量，
在全球激发久久回响。

引领共同发展的方向

2023年刚开年，世界银行发布新一期
《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经济正“危
险地接近陷入衰退的程度”。

放眼当今世界，全球经济脆弱、地缘政
治紧张、全球治理缺失、南北差异拉大、气变
危害加剧、粮食和能源危机叠加、大国金融
政策负面外溢显现……焦点、热点、难点问
题层出不穷，贫困、分裂、动荡有增无减。和
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
闭？合作还是对抗？两股力量激烈交锋，

“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亟需答案。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深刻分析

“世界到底怎么了”，深入阐释“怎么看”“怎
么办”等重大问题，针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方
向作出明确判断：“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
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
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
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
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一次次攸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当口，

总有洞察时代之变的中国主张，为世界共同
发展提供智慧、注入力量。

——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习
近平主席态度鲜明：“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
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
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
是两败俱伤。”

——面对世界上“脱钩”“断链”的杂音，
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思维，打造“小院高
墙”、搞封闭排他“小圈子”的行径，习近平主
席强调：“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江奔
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
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
大。”

——面对如何建设疫后世界、如何应对
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

“推动更加包容的全球发展”“推动更加普惠
的全球发展”“推动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明确有力的话语，穿透迷雾与暗流，坚
定信心与勇气，为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
续、包容和平衡的增长注入强大思想力量。

“中国是一个对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具
有全面愿景和规划的大国，习近平主席是一
位为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愿
景和规划的大国领导人。”英国48家集团俱
乐部副主席基思·贝内特如此评价。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正是在战胜一次次
考验中成长、在克服一场场危机中发展。“充
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人类
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
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向世界发出呼吁，
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
代替零和，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
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建设
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

今年达沃斯论坛年会以“在分裂的世界
中加强合作”为主题。对习近平主席的主
张，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深表
认同。他说，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出路是全球
性解决方案。“中国坚定推动自由贸易，为团
结各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汇聚开放融通的力量

新年伊始，菲律宾、土库曼斯坦两国元
首接连访华，习近平主席和多位外国领导人
通电话、视频会晤、互致电函。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开启新局，人们见证中国发展同世界
发展相互交融、相互成就的新征程。

当今世界，人类命运与共，各国不是乘
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
与共的大船上。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
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才能顶住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

下大力气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让世界各
国实现联动增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
方向发展……从达沃斯论坛到博鳌亚洲论
坛，再到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中国多次

发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强音。
2022年11月，在第五届进博会开幕式

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主张
——“我们要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
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
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增强各
国发展动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
国人民。”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中国不仅为全球
发展把脉开方，更坚持起而行之，以实际行
动为推动世界开放融通贡献力量。

无论是服贸会、广交会，还是消博会、进
博会，场场人气满满、佳绩连连，中国主动与
世界分享发展机遇，“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
来”已成为普遍共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
续缩减，海南自贸港扬帆起航，陆海新通道
加快推进，内外联动、东西互济的全面开放
新格局正在形成。

从亚洲到欧洲，从非洲到拉美，中国“一
带一路”项目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惠及各国民众。过去一年，又有5个国家同
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雅万高
铁试运行圆满成功；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突破900万人次；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金
港高速通车已超100万辆；中欧班列开行数
量发送货物标箱数量持续增长……“一带一
路”这条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惠及人类的

“幸福路”正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宽广。
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才说，中

国为全球经济振兴作出重要贡献。南非资
产管理机构高效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戴维·鲁
特说，中国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
贸易体制，对解决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
和问题，有很大促进作用。

习近平主席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
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
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当今世界，和平合
作、开放融通、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

“始终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实施对外开放
基本国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进一步融入区域和世界经济，努力实现互
利共赢”——开放自信的中国始终以自身新
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始终站在历史正确
的一边。

开创命运与共的未来

2022年11月初，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
际安全委员会先后表决通过“防止外空军备
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不首先在外空放
置武器”“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
域的发展”三项决议，其中均写入中国提出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联大决议连
续六年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当前，百年变局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向纵
深演化，动荡变革的特征更加突出。世界范
围内，两种场景同时上演：一边粮食和能源
价格上涨，加速“出产”亿万富豪，资源和财
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另一边全球人类发展
指数连续两年下降，数亿人遭遇饥饿、贫困

等生存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感叹：
人类正日益分裂。

人类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
何抉择成为很多国家正在探索的命题。

“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
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把握历史规律，展
现信心勇气，为世界共迎挑战指明方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多年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实践
路径日益清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
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
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倡导各国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这是中国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生动实践，为
破解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古特雷斯说，这一倡议正当其时，联合
国予以明确支持并愿与中国就此开展合作，
同各国一道推进落实。目前，已有100多个
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倡议，近70个国
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谋求
共同发展、合作发展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地缘冲突
加剧的严峻现实，习近平主席2022年4月提
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实
现世界长治久安提出中国方案。半年多时
间里，已有70多个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表
示赞赏支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说，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协同合作的发展方
式，这超越了通过强权竞争与军备竞赛来实
现自身安全最大化的零和思维。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
更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起日
益广泛的国际共识，形成世界各国人民建设
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
力和感召力。

“这个时代，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可以
影响到我们，我们对世界的影响也将超越国
界。”2023年新年钟声敲响，丹麦女王玛格丽
特二世说，“此时，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全人
类的命运紧密相连。”

“我们是同处一个星球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
其思考疫后时代走向的著作中这样写道。

“我们今天所作的每一个抉择、采取的
每一项行动，都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一次次
深刻阐述，一次次真诚呼吁，习近平主席在
达沃斯论坛发出的声音穿越时空，为解决人
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智慧与力量，为变乱
交织的世界提供宝贵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新时代中国将与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道，
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向着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让和平与发展的阳光
普照大地，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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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时代之问 引领发展之路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和致辞深刻启迪世界

1月13日，克里斯蒂娜·兰布雷希特在德国柏林参加新闻发
布会。

德国国防部长克里斯蒂娜·兰布雷希特16日宣布辞职。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