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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3 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两
国元首共同决定，将中埃关系提升
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埃及是阿拉伯、非
洲、伊斯兰和发展中大国，两国始终
相互理解和尊重，相互信任和支持，
中埃关系是中阿、中非关系和南南
合作的典范。中方高度重视同埃及
的关系。我们共同决定将两国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一
个重要里程碑，将有力推动两国各
领域合作迈上更高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方十分关注埃
及局势发展，坚定支持埃方积极探
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相信

埃及政府和人民有智慧、有能力处
理好前进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实现
稳定和发展。

塞西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共
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为埃及的复
兴提供了重要契机，埃方愿意积极
参与并支持。埃方希望同中方合
作开发苏伊士运河走廊和苏伊士
经贸合作区等项目，创造更好条
件，吸引中国企业赴埃及投资。埃
方希望更多埃及学生来中国留学、
更多中国公民到埃及旅游。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
《中埃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了经济、贸
易、航天、能源等领域合作文件的
签署。

习近平与埃及总统
举行会谈
中埃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3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泰国总理巴育。

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们在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期间举行会晤。一个月来，两国合
作又取得新成绩，特别是铁路合作
取得重大突破，我对此感到满意。
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和见面，是

“中泰一家亲”的生动体现。我祝
愿泰国人民新年幸福。

习近平强调，明年是中泰建交
40 周年，我们要共同办好庆祝活
动，继往开来，把中泰关系发展得
更好。双方要坚持在涉及彼此重
大利益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
中方将继续尊重和支持泰国为实

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
所作努力。中泰合作始终走在中
国和东盟国家合作前列，双方要切
实推进铁路、农业等领域合作，继
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带动区域
互联互通。中国是亚洲和世界和
平的重要维护者和建设者，我们愿
意同泰方一道，深化亚洲各国互利
合作，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

巴育表示，泰中双方就铁路合
作达成协议，这是送给泰国人民最
好的新年礼物。泰方愿意积极参与
中方关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倡议，深化铁路、通信、旅游等领域
合作，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朝着建立
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迈进。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据新华社罗安达12月22日电
在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交涉下，安
哥拉警方 22 日释放了 19 日专项行
动后被扣押的 31 名中国公民中的
18 人，剩余 13 人仍被羁押。

受中国驻安哥拉使馆委派，领
事部官员赵海涵 22 日赴安哥拉移
民局非法移民关押中心，再次探视
在 19 日警方行动后被扣押的中国

公民，协助被扣中国公民补充相关
资料和证件，敦促安方加快甄别进
程，立即释放合法人员，并确保对
继续被扣押的 13 名中国公民提供
人道主义待遇。

安方表示重视中国大使馆的
关切，将加快甄别进程，安哥拉警
方随即释放已提供合法证件的 18
名中国公民。

我驻安哥拉大使馆继续交涉

又有18名中国公民获释

综合新华社电 尼加拉瓜跨洋运河项目
22日在尼加拉瓜南部里瓦斯正式动工，首批
项目主要包括修建运河沿线的施工进场便
道、入海口临时码头以及部分疏浚工程，首
开工工程投资约 10亿元人民币。

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中部，地理位置重
要。2013 年 6 月 13 日，尼国会经表决批准了
尼加拉瓜运河计划。2014 年 7 月 7 日，尼加
拉瓜运河委员会批准运河项目的路线规划。

运河线路从加勒比海侧的蓬塔戈尔达
河，沿杜乐河进入尼加拉瓜湖，再到太平洋
岸的布里托河口，全长约 276 公里，是巴拿马
运河长度的三倍。航道规划底部宽度为 230
米-520 米，水深 27.6 米、航道的通过能力约
9100 艘/年，可通行船舶最大吨位达 40 万吨，
计划 5 年内建成。40 万吨的大船，从委内瑞
拉开往中国，将节约两个月的航行时间；而
从上海到巴尔的摩，走尼加拉瓜运河航线要
比苏伊士运河短 4000 公里，比绕过好望角短
7500 公里。

尼加拉瓜大运河的正式名称叫尼加拉
瓜运河综合开发项目，除了运河外，还包括
港口、自由贸易区、度假村、国际机场和公
路，总体投资达到 500 亿美元。中国富商王
靖成立的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
公司拥有 100 年独家规划、设计及运营并管
理尼加拉瓜运河和其他潜在项目的权益，多
个中国企业参与建设。

尼加拉瓜大运河项目开工

中国在世界上建立的“伙伴关系”名
称各异，有“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等，加上
各式定语，以“伙伴关系”命名的双边关系
定位至少有 10 余种。这些不同表述的背
后涵义有何差别？

苏长和说，细微差别背后有玄机。比
如，“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比“战略伙伴关
系”多了“全面”二字，显然更高一个层次。
双方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一

般都会表明将合作拓展到双边关系各个领
域的意愿，并提出政治、经贸、人文、国际和
地区事务等方面合作的具体内容。

再如，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表述是目前仅有的。苏长和认为，这体
现了中俄互为最大邻国之间更高的安全信
任关系。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两年间会
面达 10 次以上，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自
1996年建立以来已连续开展 19次，都说明
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结伴不结盟“伙伴”遍全球

12月 22日，在尼加拉瓜南部里瓦斯，尼加拉瓜副总统莫伊塞斯·奥马尔·阿列斯莱文斯在运河开工仪式上讲话。 新华社发

12 月 22 日，人们在突尼斯城参加活动庆祝 88 岁高龄的埃塞卜西
当选突尼斯总统。突尼斯最高独立选举委员会 22日宣布，呼声党领导
人埃塞卜西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获得 55.68%的选票，当选突尼斯 2011
年政治变革后的首位民选总统。 新华社发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国道 107 线驻马店境

遂平和兴至驿城区确山交界段改建项
目已由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豫
发改基础[2013]1905 号文件批准建设，
项目业主为驻马店市公路管理局，建设
资金来源：申请国家补助资金，省适当
补助，其余由驻马店市筹措解决。建设
资金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对该项目的修建及缺陷责任期内的质
量修复进行国内竞争性公开招标，邀请
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
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现将招标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2.项目概况
2.1 项目建设地点：起点位于遂平

县 和 兴 北 与 西 平 县 交 界 处（K921 +
068）,路线沿现有国道 107 线向南加宽
改建，经魏庄南，至藕花南路线向西南
与现有国道 107 线分离进行新建，在周
坡南跨越奎旺河，经白庄东，至汤王西
接遂平西环路，沿西环路继续向南，在
魏哑巴庄跨越汝河，继续向南沿规划铜
山大道预留线位进行新建，经张家庄
西、靳洼西，在田庄西出遂平县后进入
驿城区境，经宋庄继续向南，沿现有铜
山大道改建，经杜庄、孙庄、汤庄、岽子
营、王楼、新庄、跨练江河，至大邓庄折
向东南，经邓瓦房、李庄、跨练江河支
流，至郭楼东南与现有国道 107 线及汝
河大道交叉后，路线向南沿现有国道
107 线加宽改建，经孙庄东，余庄西，在

葛河南下穿新阳高速，继续向南经朱古
洞乡政府东，南杨庄西，于老藏庄东南
至项目终点，驿城区与确山县交界处

（K968 + 910.298）。 项 目 路 线 全 长
47.842公里。

2.2 项目建设工期：计划工期 12 个
月；缺陷责任期 24个月。

2.3 招标范围：路基、路面、桥涵及
附属工程。

2.4 标段划分：施工标划分 2 个标
段 ，编 号 分 别 为 ：G107SQ-S1、
G107SQ-S2；施工监理标段划分 1 个标
段，编号为：G107SQ-JL；试验检测标
段 划 分 1 个 标 段 ，编 号 为 ：
G107SQ-JC。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施工招标
要求申请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

有有效企业营业执照、具有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
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有公路工程路基
专业一级、公路工程路面专业一级资
质）具有有效的建筑安全生产许可证。

申请人近 5 年内承担过具有不少于单
项 20 公里以上一级或高速公路路面工
程和单项 8 公里以上一级城市主干道
的施工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
面具备相应的能力。

施工监理招标
要求申请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

持有有效营业执照、具有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专业甲级监理资
质，近 5 年内具有独立承担完成两个单
项合同监理服务费各不少于 200 万元
的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施工监理经验，
且信誉良好，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
面具备相应的能力。

试验检测招标
要求申请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持有有效企业执照、具有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试验检测综
合乙级及以上资质（含乙级），近 5 年
内具有独立承担完成两个单项合同
试验检测费用各不少于 60 万元的二
级及以上公路工程或一个单项合同
试验检测费用不少于 100 万的二级及

以上公路工程试验检测项目，信誉良
好，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
相应的能力。

3.2 本次资格预审不接受联合体资
格预审申请。

3.3 施工标申请人可对上述 2 个施
工标段提出资审申请，且可以通过 2 个
施工标段的资格审查，也允许中 2 个施
工标段，但其人员和设备不得重复。

3.4 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
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
母子公司，或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
或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
两个以上法人，不得同时对同一个标
段提出资格预审申请。若出现上述
情况，先购买资格预审文件者为有效
申请人。

3.5 根据《河南省公路建设市场从
业单位及人员信用管理办法》精神，信
用等级被评定为 D 级的施工企业不得
购买资格预审文件。

4.资格预审方法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人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8 日每日 8
时 30 分至 11 时 30 分、14 时至 17 时 30
分（北京时间，下同）持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施
工标段）、企业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
法人代表身份证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
被授权人身份证（以上均为原件和 2
套加盖公章的彩色影印件），到驻马店
市文明大道北段国土资源局南侧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大厅购买资格预审文
件。

5.2 施工、施工监理及试验检测资
格预审文件每标段售价为人民币 1000
元，售后不退。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

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北京
时间 2015 年 1 月 9 日 9 时，申请人应于
2015 年 1 月 9 日 8 时至 9 时将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递交至驻马店市文明大道北
段国土资源局南侧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大厅。
6.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

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
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同时在《河南日

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招标采购
综合网、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网、驻马店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驻马店市公路管理局
驻马店市公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光明路付 10号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396-3822511
传 真：0396-3822210
代理机构：河南省伟信招标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紫荆山路 57 号裕鸿

国际 A 座 25楼
联系人: 李先生
电话：0371-65837988
传真：0371-65528297

国道107线驻马店境遂平和兴至驿城区确山交界段改建项目施工、施工监理及试验检测资格预审公告

标段划分
施工

G107SQ-S1

G107SQ-S2

监理

G107SQ-JL

试验检测

G107SQ-JC

桩 号

K921+068—
K938+820

K938+820—
K968+910.298

建设里程
（km）

17.752

30.090298

主要工
程内容
路基、路
面、桥涵
及 附 属
工程

所辖
行政区

遂平县

驿城区

附表1 招标范围及合同段划分

中方多个企业参与建设

纵观全球，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触角
正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但是，也有一些
国家没有和中国明确建立“伙伴关系”。
这是否一定说明双边关系不好？

答案是：不一定。作为一个国际关系
名词，“伙伴关系”表明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总
体水平和方向，但不是关系好坏的唯一划分
标准。建立了“伙伴关系”的国家之间也会
存在分歧和问题，而没有建立“伙伴关系”的
国家之间也可以开展许多合作。

“任何双边关系都是可以相互转化

的。”苏长和说，没有“伙伴”两字，并不意
味着没有向伙伴关系转化的潜力。关键
是有关国家应放弃给自身内政外交造成
束缚的结盟逻辑，采取“结伴不结盟”的新
型国际关系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
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
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
伴关系网络。可以期待，和平发展的中
国，“伙伴”将越交越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不叫“伙伴”，关系不一定不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快构建全球伙伴网络，提升的伙伴关系

达数十对。“伙伴关系”究竟是什么？中国结交了多少“伙伴”？不同

表述的“伙伴关系”内涵有何差别？专家对此进行解读。

追根溯源，外交中的“伙伴关系”是一
种形象的用法。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介绍，“伙伴关系”提法
在国际关系中早就有了，但是将其全面落实
到外交实践中，中国可谓最言行一致。

中国在世界上建立“伙伴关系”的实
践主要开始于冷战结束之后。1993 年，中
国和巴西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

巴西由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今年 12 月 11 日，
外交部长王毅在外交部新年招待会上说，
中国已同世界上 67 个国家、5 个地区组织
建立了 72 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苏长和用一句话概括了“结伴”和“结盟”
的区别：“结盟是‘找敌人’的旧国际关系思维，
结伴是‘交朋友’的新型国际关系思维。”

中国的“伙伴”：丰富多样，各有特点

全球化时代“结伴不结盟”的全新实践

——专家解读中国外交“伙伴关系”内涵

这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建立的首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四个词全面规范和系统阐述了中国和欧盟之间的
关系，提出了中国和欧洲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都要改
革、转型。同时，中国和欧洲都是古老的文明，文明之间
应该加强对话

中韩将做“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
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极
大丰富了中韩关系内涵

作为两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印决定实现
优势互补

中国 阿尔及利亚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 欧盟

和平、增长、改革、文明

四大伙伴关系

中国 韩国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 印度 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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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