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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车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0年10月10日

上午9:00-10:00（延时除外）在中拍平台
（http://paimai.caa123.org.cn）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拍卖标的：浙BV9512等五辆二
手机动车（不含车辆号牌），整体打包拍卖，
起拍价5.28万元，保证金3万元，展示时间地
点：即日起至2020年10月9日网络展示，
现场统一看样时间为2020年10月9日下午
2:00-3:00，看样地点为余姚市长安路49
号，保证金截止2020年10月9日16:00，报
名截止同日17:00（网络报名，报名前须网络
注册账号并进行实名认证），详情请登录中
拍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点
击拍卖企业搜索“宁波江南”），联系电话：
62700869谢先生，办公地址：余姚市南雷路
270号（四明广场）。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于2020年10月19日上午

9：30在梨洲街道会议室拍卖下列标的：1.余姚
市梁辉镇之伟采石场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
工程及多余石料取料权。2.余姚市梨洲街道苏
家园村柴西岩矿区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
程及多余石料取料权。以上标的报名资格：浙
江省范围内注册资金人民币1000万（含）以上
的法人企业，经营范围同时具有爆破作业、设
计施工三级（含）以上、地质灾害治理乙级（含）
以上的资质；报名者须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
安全责任事故，且需提供拍卖标的所在地村集
体政策处理同意意见书，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
名单和有违法犯罪记录的法人不得参与报
名。保证金截止2020年10月16日16:00，报
名截止同日16:30。详情咨询电话：62700869
谢先生，报名地址：余姚市南雷路270号。

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0年10月13

日上午9时在余姚市南雷路270号本公司
拍卖厅举行房屋租赁权拍卖会。拍卖标
的:位于余姚市体育场路115-1号等5处房
屋租赁权，租赁期限：二年。注：标的按现
状进行拍卖。报名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展示
时间:从公告发布之日起接受咨询、自行看
样。保证金截止2020年10月12日16:00
（以到账为准），户名：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宁波银行余姚支行，账号：
61010122000388788，于同日 16:30 前到
本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尽事宜请登
录：http://www.nbpai.com.cn，报名地
址：余姚市南雷路270号（四明广场），联系
电话：62700869谢先生。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浙江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交易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经余姚市人民政府批准，余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阳明西路北侧、舜水北路西侧地块等两块国有建设用
地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概况、规划条件、挂牌起始价、竞买保证金等：

余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余国土告字［2020］29号

编号

2020-74

2020-75

地块名称

阳明西路北侧、舜水北路东
侧地块

舜宇路北侧、中山北路东侧
地块

土地坐落

阳明街道

高铁新城

出让面积
(平方米)

45149

82866

土地用途

住宅
商业

住宅
商业

容积率

＞1.0，≤1.05

＞1.0，≤2.5

建筑密度
（%）

≤48%

≤32%

绿地率
（%）

≥30%

≥30%

土地使用年限
(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挂牌起始价
(以总价为准)

总价
(万元)

51270

43505

单价
(万元/亩)

757.08

350

保证金
(万元)

11000

9000

注:1.2020-74号地块南侧商业计容建筑面积不少于总计容建筑面积的40%；
2.2020-75号地块商业比例不超过10%；
3.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竞买条件详见挂牌出让文件和规划条件书。
二、竞买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

可以联合申请参加本次竞买（凡在本市范围内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个人、被列入失信名单的企业、有关人员
以及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得参加竞买）。

竞得人需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须在网上报名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非余姚市
注册登记的竞得人必须在余姚市注册成立独立核算的公司。

三、挂牌方式：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land.
zjgtjy.cn/GTJY_ZJ/）进行。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时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
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四、挂牌报名报价时间：
挂牌报名时间：2020年10月18日9:00至2020年10月28日10:00；
挂牌报价时间：2020-74号地块：2020年10月18日9:00至2020年10月28日14:00；
2020-75号地块：2020年10月18日9:00至2020年10月28日14:30
具体详见《余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须知》及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并设有底价。
六、有关其他事宜详见公告、须知、成交确认书等挂牌出让文件。挂牌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以登录

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联系地址：余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余姚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余姚市南兰江西路288号）
咨询电话：0574-62704141

余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27日

■新华社记者

历经人类社会高速发展，见证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联合国今年迎
来75岁生日。

当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叠
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
会被推向新的重要节点，但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
烈。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联合国这
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
国际组织，承载着世界厚望。多位
联合国机构负责人日前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纷纷表示，坚定弘扬
多边主义，坚持团结合作，是应对
挑战、共创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他们同时指出，中国是多边主义的
支柱，中国贡献持续不断为人类和
平与发展事业注入重要动力，联合
国希望同中国继续加强合作，期待
中国发挥领导作用。

坚持团结合作
共克时艰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世界
是一次严峻考验。战“疫”历程
中，世界越发清楚地看到，人类已
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
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全球
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
应对。

多边主义、团结合作，成为多
位联合国机构负责人反复提到的

“关键词”。
“纵览当今世界，人们不难发

现，强化而不是削弱国际合作，
才有可能更好地实现人类共同福
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
出。

疫情之下，国际形势经历复杂
深刻变化，多边主义也被赋予新的
时代内涵。古特雷斯特别提出加强

多边主义的两个方向。
“新冠疫情再次凸显多边主义

的重要性，国际社会需要‘网络化
的多边主义’，以此促进联合国及
其各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区域组
织和其他机构更有效地开展合作；
国际社会还应弘扬和捍卫‘包容性
的多边主义’，充分发挥民间社
会、企业、基金会、研究界、地方
政府的重要作用。”

在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中，无人
能独善其身。任何国家都不能从别
国的困难中谋取利益，从他国的动
荡中收获稳定。如果以邻为壑、隔
岸观火，别国的威胁迟早会变成自
己的挑战。清楚地看到单边主义、
将疫情政治化和散布“政治病毒”
对国际关系的毒害，两届联大主席
同时警示人们“团结合作”在当下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单边主义只会进一步加
剧这一流行病。这将使我们离共同
目标越来越远。”第75届联大主席

博兹克尔直言，联合国成立以来，
从来没有任何时刻比今天更需要合
作与对话，而联合国正是为此而
生。

——“这场流行病提醒我们，
人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
74届联大主席穆罕默德-班迪表
示。

当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意识越发凸显时代意
义。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
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
的天然形态，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使
命。

——“新冠疫情危机表明了携
手合作的重要性。这对解决当前危
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至
关重要。那些选择单边行动的国家
可能会破坏我们长期以来取得的成
果。”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
波洛利卡什维利指出。

——“所有国际问题都需要各
会员国之间通过合作与协调加以解
决，无论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带
来的问题，还是气候变化和移民问
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
决。”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移民组织
总干事维托里诺这样评论。

践行多边主义
共谋发展

联合国的75年，是多边主义
快速发展的 75 年。推动发展繁
荣，就要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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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未来，‘凡益之道，与时
偕行’。”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认
为，后疫情时代，各国应坚持多
边主义，推进更好复苏。他指
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形势
下，维护和加强多边主义及国际
合作是国际社会主流呼声，联合
国在此方面将责无旁贷。只有重振
多边主义，才能为世界人民创造更
美好未来。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追求和平安宁和幸福生活是

各国人民的共同期望，多边主义是最
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必由之路、是绝
大多数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促进
经济复苏和完善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
体系的必然选择。

刚刚卸任的第74届联大主席穆
罕默德-班迪坦言，为期一年的联大
主席职务，让他感触至深的就是当今
世界面临太多挑战，而应对这些挑战
和威胁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强多边合
作。

“只要各国能够走到一起，加强
对话，缩小分歧，就能够走出困境。
这就是联合国呼吁的多边主义。”穆
罕默德-班迪说。

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旗帜。多边
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国际上的事
情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要按大家同意
的规矩办，要兼顾各国利益和关切。
各国应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共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
罕默德表示，要重视集体行动的力
量。当下更应凸显多边主义价值，为
所有人带来希望、机会，实现可持续
发展。

展现大国担当
共迎未来

75年前，中国第一个在《联合
国宪章》上签字，是联合国创始会员
国。75年风雨兼程，联合国为世界
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今天，新冠疫情肆虐，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多边机制遭遇冲
击。我们怎么办？

中国的答案是——始终做多边主
义的践行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和建设，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在
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我相信，中国将继续支持多边
主义，为建设更加平等、包容、有韧
性并能够应对前所未有全球性挑战的
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古特雷斯认
为，中国是多边主义的支柱，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联合国和中国的密切合作遍及亚洲、

非洲、中东等地区，为世界和平与安
全作出贡献。

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秘
书长赵厚麟指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后，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
项事业，积极推动人类大家庭的共同
合作与发展，未来中国将更好地推动
全球创新与合作。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开放发
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做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接受采访的
联合国机构负责人一致认为，世界相
信，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在国
际社会共创世界美好未来的道路上发
挥重要作用。

——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希望同
中国继续加强合作，期待中国发挥领
导作用。

——维托里诺表示，中国在加强
多边主义，以及为应对新冠疫情和之
后的紧迫问题寻找全球共同解决方案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气象组
织秘书长塔拉斯认为，中国在促进多
边主义和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中发挥着双重重要作用，希望进一步
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特别是在技术专
业知识和卫星技术领域。

——波洛利卡什维利指出，中国
近年来在全球旅游业治理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特别是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应对新冠疫情影响的工作中，发挥
了至关重要作用。

——“中国致力于通过多边渠道
开展工作，坚持多边主义。我们看到
中国对多边主义越来越多的承诺和投
入，这非常令人鼓舞。”联合国副秘
书长霍克希尔德如是评价。

第75届联大在特殊历史节点举
行，相关纪念活动以“我们想要的未
来，我们需要的联合国：重申我们对
多边主义的集体承诺”为主题。人们
相信，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多
边主义的集体承诺将不断转化为实际
行动，汇聚起命运与共的磅礴力量，
推动世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参
与记者 王建刚 陈俊侠 冯俊伟
潘丽君 尚绪谦 刘曲 凌馨 徐永
春 齐紫剑 赵嫣 商婧 谢琳 谢
宇智）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团结合作是必由之路
——多位联合国机构负责人纵论弘扬多边主义和中国的重要作用

美国国务院 25 日公布一项
所 谓 “ 中 国 破 坏 环 境 事 实 清
单”，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
题上对中国极尽抹黑之能事。在
攻击中国的同时，还不忘自夸美
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进展”。
然而，一个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
域污点斑斑的政府，对在这一领
域做出显著成绩的国家大肆抹
黑，只会再次证明自身的荒谬可
笑。

当前美国国内新冠疫情持续
蔓延，社会对立、种族主义冲突
等问题凸显，美国一些政客为了
转移国内民众视线，持续疯狂

“甩锅”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
自身抗疫不力等种种问题的“替
罪羊”。他们在南海、涉港、涉
疆等问题上频频出“牌”，造谣
抹黑，挑拨离间，打压中国不择
手段。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环境
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也并非这些
美国政客真的有多关心全球气候
变化，“环境牌”不过是他们出
于政治动机、转嫁矛盾的一出新
剧而已。

中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
域的积极行动者和重要贡献者，
事实清清楚楚，与美方抹黑中国
的言论完全相反。为达成《京都

议定书》《巴黎协定》及其实施
细则作出重要贡献；提前两年完
成 2020 年气候行动目标；2000
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四
分之一来自中国……一系列有目
共睹的事实表明，中国为保护地
球家园竭尽全力。为应对气候变
化，中方日前还宣布将采取更加
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
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
保护方面的贡献，国际社会自有
公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
扬中国是“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带
头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
主任英厄·安诺生呼吁，世界应
以中国为榜样，坚持绿色、可持
续的发展道路；法国环境与发展
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弗兰克·勒科
克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
合作方面，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最大的破坏者，世界上最大的固
体废弃物出口国和人均塑料消费
大国都是美国，其在应对气候变
化等方面的“成绩单”更是惨不
忍睹。美国作为全球累计排放温
室气体最多的国家，既不批准

《京都议定书》，又退出《巴黎协

定》，否认自身约束性量化减排任
务，拒绝为保护地球家园采取最低
限度行动，彻底游离于全球碳排放
体系和安排之外，成了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领域不折不扣的“绊脚
石”。一些在环境问题上攻击中国
的美国政客，甚至曾说气候变化是
个“骗局”。这样的一个国家，这
样一些政客，却在环境问题上攻击
他国？

一些美国政客就是这样罔顾事
实，颠倒黑白，为达到不可告人的
政治目的打压中国，无所不用其
极。然而，世人已看清他们无端抹
黑他国以牟取政治私利的用心。包
括英国 《金融时报》、德国 《明
镜》 周刊在内的许多西方媒体指
出，美国政客抹黑和“甩锅”的做
法，“充满了政治算计”，是为了

“转移公众对政府失误的注意力”，
是为了“将美国人的愤怒转嫁给中
国”。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中国将
继续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
路，继续以实际行动与各国携手共
建清洁美丽的世界。美方抹黑中国
的“环境牌”只会起到反作用，让
自己的真实面目大白于天下，为世
人增添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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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务院打“环境牌”攻击中国，徒增笑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