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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土地资源利用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告
第5号

为推动我省闲置土地处置工作，加快闲置土地的盘活利用，经研究确定了第五批公开挂牌督办的闲置土地处置案件。要求各市县在2014年7月31日前完成处置工作，处置结果将对社会公开。欢迎社会各界对我省闲置土地处置工作进行监督。
2014年7月2日

市县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琼海市

儋州市

文昌市

万宁市

土地使用权人
海南载物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厚德载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鸿埠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友升金谷置业有限公司
琼海中大信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翰典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青田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三亚景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华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中加海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指山森林旅业开发公司

海南狮子城旅业开发公司

海南胜通电脑纸品有限公司

琼海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儋县华侨住宅建设公司
儋州凯丰商贸公司
儋州防安富烟花彩炮有限公司
海南浦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儋州鸿森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万宁利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万宁利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
海南绿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绿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绿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万鑫实业发展公司
海南省万州置业总公司

万宁市渔业发展总公司

万宁恒通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万宁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万宁仁信发展有限公司
万宁中意发展有限公司
中信泰富万宁天富发展有限公司
万宁中宏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耀星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绿洲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明远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万州金府潭山庄旅业发展公司
海南万州金府潭山庄旅业发展公司
海南海琴酒店开发有限公司
中信国安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东山彩色冲印有限公司

土地位置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灵山中学南侧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灵山中学南侧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海榆中线公路东侧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石山公路三公里处
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开发区
海口市龙桥镇挺丰村二水亭
三亚市海棠湾C9片区
三亚市凤凰路妙林田洋
三亚市南边海南边海路
三亚市田独镇迎宾路南侧
水满乡五指山保护区门口北侧

琼海市博鳌镇

琼海市嘉积镇上埇工业区

琼海市嘉积镇嘉博路东侧铺仔坡地段

海榆西线129公里右侧(美扶经济开发区内)

那大工业大道东侧
儋州市那大西部新区南片区控规0903地块
儋州市国营蓝洋农场原油库南侧地段

木棠工业区

铺前镇木兰头东海岸地段

兴隆
兴隆
大花角
大茂群爱下果坡
大茂群爱下果坡
大茂群爱下果坡
日月湾
日月湾

日月湾

日月湾
日月湾
东澳镇神州半岛第一湾C-19号
东澳镇神州半岛第四湾（G-03）
神州半岛E-05号
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第二湾E-02号地块
万宁市神州半岛第一湾C-19号
万宁市神州半岛第四湾G-02-2号
万宁市神州半岛北岸大环岭B-02号
东山岭西南侧地段
东山岭西南侧地段
石梅湾7号地块
龙滚镇山钦湾
东和农场太阳河旅游区

土地面积
4宗283亩

98亩
25亩

2宗84亩
13亩
45亩
881亩
25亩
10亩
21亩
133亩

3宗179亩

10亩

5宗369亩

36亩
11亩
23亩
40亩

3宗145亩

208亩
85亩
27亩
50亩
72亩
72亩
58亩
78亩
85亩

3宗274亩

203亩
80亩
35亩
190亩
84亩
151亩
96亩
82亩
50亩
41亩
38亩
118亩
100亩
27亩

土地证号
2013006136、2013006126、2013006140、2013006123
2013006099
2008010370
2009006679、2009006680
2010003793
尚未办理
尚未办理
三土房（2011）字第01382号
三土房（2008）字第5449号
三土房(2009)字第02667号
五国用(2002)字第73号
海国用（2000）第2083号、海国用（2000）第2084号、海
国用（2000）第2085号
海国用（98）第1838号
海国用（2011）第0293号、海国用（2011）第0294号、海
国用（2011）第0290号、海国用（2011）第0292号、海国
用（2011）第0291号
儋国用（美扶）1994第2063号
儋国用（那大）字第05705号
儋国用（2010）第200号
儋国用（蓝洋）第1380号

儋国用（2008）第1972号、儋国用（2008）第1973号、儋
国用（2008）第1974号
文国用（2007）第W2200767号
万国用（2010）第500032号
万国用(2010)第500033号
原证号：万宁市国用（2000）字第040050号
（1999）0090084
（1999）0090086
（1994）15已换证作废
万国用(1999)第0180011号
万国用(1999)字第0180049
万国用 (1999)字第 0180003 号、万国用 (1999)字第
0180004号、万国用(1999)第0180005号
万国用2003第130021号
万国用(1996)字第031号
万国用（2010）第105014号
万国用（2007）第109009号
尚未办证
万国用（2011）第105007号
万国用（2010）第105032号
万国用（2010）第105029号
万国用（2010）第105028号
万国用(1998)0275号
万国用(1998)0276号
万国用（2010）第106027号
万国用（2007）102015号
万国用（1999）281号

土地使用权人
海南飞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吕淑珍
海南金手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五矿东方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鹏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万宁南洋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华油燃气公司

海南中信国安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华润石梅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香港三力投资贸易公司
市农联民营橡胶加工厂
海南盛隆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思特信息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生园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南部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海南龙森农业有限公司
海南淮泰农业有限公司
海南绿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鸿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定安海博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领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屯昌县供销经济发展公司
海南佳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屯昌县旅游公司

海南绿田园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屯昌青龙旅游开发公司
屯昌南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楚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南海明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复达钛白有限公司
海南美亿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海南大荣水泥有限公司
李来明
三亚雨林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市实业开发公司
海口民福投资集团公司
海南金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乐东振发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陵水骏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林鹏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海兴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香港万事利贸易发展公司
海南电网公司儋州供电局
洋浦海航游艇制造有限公司
海南畅普塑胶管业有限公司

土地位置
东和农场
东和农场八区

春园湾

日月湾
日月湾
万城镇万州大道

龙滚山钦湾万让2009-28号地块

石梅湾16号地块
万城镇中央坡农场
望海大道北侧
罗带乡小岭村黄草坡
罗带乡小岭村黄草坡
罗带乡小岭村黄草坡
罗带乡小岭村黄草坡
罗带乡小岭村黄草坡
罗带乡小岭村黄草坡
罗带乡小岭村黄草坡

南丽湖北部的翡翠岛景点

南丽湖丁湖路西侧

定城镇沿江公园东侧
大同乡三发管区
枫木雷公滩水库东南面

枫木鹿场门口斜对面

新兴蕴沃瓦灶

坡心乡公仔墓园
海榆中线公路90公里处（公仔墓园）
大丰镇大丰作业区乾东坡
老城经济开发区福音北路与北二环路西侧
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7.5公里处南侧
老城镇潭脉村地段
牙叉镇原白沙糖厂
海榆西线叉河段南侧
佛罗镇龙沐湾A区丹村港
黄流镇龙腾湾
尖峰镇龙沐湾C区
九所镇
抱由镇

陵水县光坡镇

陵水县国营南平农场
陵水县英州镇
三道镇甘什村
洋浦经济开发区EB-4-01-1
洋浦保税港区D15-1-1地块
洋浦兴浦路与瑞洋路交叉路口东侧D5-3-1

土地面积
49亩
15亩

1470亩

113亩
200亩
28亩

230亩

20亩
24亩
38亩
53亩
46亩
47亩
50亩
49亩
49亩
49亩
25亩

4宗380亩

34亩
90亩
88亩

2宗30亩

3宗520亩

16亩
21亩
400亩
131亩
354亩
77亩
40亩
20亩
275亩
153亩
98亩
116亩
34亩

406亩

299亩
295亩
21亩
15亩
180亩
40亩

市县

万宁市

东方市

定安县

屯昌县

澄迈县

白沙县
昌江县

乐东县

陵水县

保亭县

洋浦

土地证号
万宁市（东）国用（1998）字第108号
万国用（2008）第301019号
五矿公司证号：万国用（2005）第101183号；金手指证
号：万国用（2006）第101125号
万国用（2004）第110010
万国用(2002)字第180002号
万国用（2007）第101009号

万国用（2010）第101025号

万国用（2006）第110095号
万国用（93）字第280号
万国用(1999)字第0090123号
东方国用罗带字第0066号
东方国用罗带字第0065号
东方国用罗带字第0064号
东方国用罗带字第0063号
东方国用罗带字第0067号
东方国用罗带字第0056号
东方国用罗带字第0055号
定安国用（1999）第278号
定安国用（2010）第281号、定安国用（2010）第282号、
定安国用（2010）第283号、定安国用（2010）第284号

定安国用（2009）第169号
屯国用（1996）字第00281号
屯国用（1999）字第00216号
屯国用（1995）字第00728号、屯国用（1995）字第00729号
屯国用（2004）字第01-00004号、屯国用（2004）字第
01-00005号、屯国用（2004）字第01-00006号
屯国用（1995）字第00461号
屯国用（2001）字第08-00002号
大丰国用（1995）字第73号
老城国用（2012）第1404号
老城国用（2012）第1372号
老城国用（2005）第764号
白国用（2009）118号
昌国用（2012）第0116号
佛罗国用（2009）字第01号
黄流国用（98）字第210号
尖峰国用（1995）字第661号
九所国用2009第07号
抱由国用2010第033号
陵国用（光）第14004号、陵国用（光）第14005号、陵国
用（光）第14006号、陵国用（光）第14007号
陵国用（南平）第13494号
陵国用（英）第13324号
保国用（2002）字第016号
T01027
T01034
T01031

本报海口7月2日讯（记者卫小
林）一般国产片都是“躲着”好莱坞大片
走，但国产爱情喜剧片《分手大师》却反
其道而行之——选择6月27日“牵手”
《变形金刚4》同时在内地上映，没想到
这一大胆决定取得奇效——上映5天
来该片全国票房突破2亿元，这是记者
今天从片方光线影业海口站获悉的。

据介绍，《分手大师》由邓超、俞白
眉联合执导，邓超、杨幂联合主演，6月
27日首映日，也是《变形金刚4》在中
国内地与北美同步首映之日，另外，部

分影院还有好莱坞大片《沉睡魔咒》、
《哥斯拉》等没有下画，但片方毫无畏
惧，毅然选择与好莱坞大片正面抗衡，
《变形金刚4》当然吸引了大量观众，而
《分手大师》也很快成为观众热选影
片，微博话题数更是高达3.1亿条。

光线影业海口站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6月27日至7月1日，《分手大师》票
房实现了强市逆袭，上映5天就斩获了
超过2亿元，虽然其排片量屡受《变形
金刚4》挤压，但应观众强烈要求，“虎口
拔牙”般逆市突围。“上映不到三天票房

过亿元，周日票房更是出现罕见增长，
超越周六达到了4500万元，连昨天的
周一，也达到了3500万元，与首映日票
房基本持平。”该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伦敦7月1日电（记者夏晓）据英
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哈利·波特》系列片的主
要拍摄地、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利维斯登制片厂
将进行扩建。

隶属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利维斯登制片
厂将着手修建3个新的有声摄影棚。该厂曾出产
过众多广受影迷喜爱的影片，包括《哈利·波特》系
列电影、《星球大战I》、《断头谷》、《黑暗骑士》、《大
侦探福尔摩斯》等。

目前，新版《人猿泰山》正在该片场拍摄。该
片由澳大利亚90后女星玛戈特·罗比和好莱坞实
力派男星塞缪尔·杰克逊共同出演。

哈利·波特拍摄基地扩建

据新华社洛杉矶电 （记者张超群）美国电
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简称影艺学院）日前公布
对第87届奥斯卡奖评选规则的改动，每部影片
最多只能申报20名演员参加最佳表演类奖项
评选。

在影艺学院公布的改动中，变化最大的要数
表演类奖项评选，新规则规定，出品方每部影片最
多只能向学院申报10名男演员和10名女演员参加
最佳演员评选，而具体哪位演员应列入主角或配角
候选名单仍由评委决定。

在纪录长片评选上，学院要求参评作品必须
在纽约和洛杉矶同时上映，且上映时间须在每日
中午至晚上10时期间，影院日放映纪录片不得少
于4场，其中至少应有一场在下午6时至晚上10
时的观影“黄金时段”。

音乐评选方面，影艺学院自第87届奥斯卡奖起
允许最佳原创歌曲的候选人以乐队为单位参评。

另一个变化是，学院首次宣布在当年“学生奥
斯卡奖”中获得金银铜奖的动画片、叙事片、纪录
片等有资格入围最佳短片或最佳纪录短片评选名
单。而“学生奥斯卡奖”由学院设立，旨在鼓励高
等院校的学生导演们进行创作。

奥斯卡评奖规则调整

本报海口7月 2日讯 （记者卫小
林）7月是中国影市暑期档中关键的一
月，这一月票房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全
国年度总票房成绩，那么，还会有《变形
金刚4》这么吸引观众的好莱坞大片上
映吗？记者今天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
7月份不会有大量好莱坞大片上映，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产电影将占大
半壁江山，也将是国产片大出风头的一
个月，而且这一个月全国的电影票房将
不会比6月少。

韩寒郭敬明新片吸睛

据介绍，7月最吸引观众的电影，当
数郭敬明和韩寒的两部影片了。众所
周知，郭敬明、韩寒一直在暗中较劲，而
且从写作上较量到了电影领域。尤其
是眼见郭敬明的《小时代1、2》两部电影
大卖后，韩寒也开拍了自己的电影处女
作《后会无期》，将与郭敬明的《小时代
3》同月公映，完全有正面PK的意思。

记者了解到，郭敬明的《小时代3》将
于7月17日上映，而韩寒的《后会无期》
将于7月24日上映。作为80后中国年
轻作家中的领军人物，郭敬明和韩寒一
直被人拿来比较，他们自己在网络上也
时不时互掐。这一次，郭敬明与韩寒把
他们在小说领域的战火燃烧到了大银幕
上，这两部电影的上映，估计以“郭巴”自
称的郭敬明粉丝，将更加在网络上与以

“寒风”自称的韩寒粉丝掀起一场更大的
论战了。而在票房上，郭敬明的《小时代
1》达到了4.8亿元，《小时代2》是3亿元，
估计《小时代3》也会在两者中间，总额不
输于普通好莱坞大片。但由于韩寒的电

影还是处女作，目前无法预测其最终票
房，但估计上亿元不成任何问题。

青春题材片越来越火

7月10日上映的青春题材电影《老
男孩猛龙过江》，将是另一部会受极大
关注的电影，因为该片的编导和主演是

“筷子兄弟”组合，而这二人在2010年就
拍了微电影《老男孩》并引发网友热捧，
也正是凭借这部微电影和主题曲，“筷
子兄弟”组合才成功进入公众视野，此
次他们在新片中演唱的主题歌《小苹
果》又是最近最红火的网络歌曲，所以
该片不受关注不可能。

而从《致青春》开始掀起的青春题
材影片热，引来了大量影片出笼，其中
就有香港女导演黄真真执导的《被偷走
的那五年》，去年在内地轻取了1亿多元
票房，今年，黄真真又率领她的团队奉
献了一部女性题材青春电影《闺蜜》，这
将是她成功冲击内地影市后再次奉献
的真诚作品。

多类型电影齐冲影市

此外，还有大量类型各异的国产电
影定于7月上映，其中包括由2013年

“快乐男声”多位成员主演、描述当下盛
行的选秀热的青春题材影片《我
就是我》，将于7月18日
上映；福建恒业影

视制作发行的惊悚题材电影《京城81
号》，也定于7月18日上映，该片不同于
以往国产惊悚电影的地方在于，投资超
过1亿元，并且使用了吴镇宇、林心如等
众多明星，能否实现国产惊悚片的突破，
肯定吸引观众注目；另一部惊悚类型影
片，还有《笔仙3》，该片在第一二部的基
础上加强了惊悚、恐怖气氛的制造，同时
糅进了悬疑元素，相信会令观众有新颖
之感；暑假自然少不了儿童题材影片，定
于7月10日上映的动画片《赛尔号大电
影4：圣魔之战》就是专为暑期的青少年
准备的，该片已经出品第一至第三集，第

四集融剧情、冒险元素于一炉，应该越拍
越有看头。

进口电影也有得看

今年7月将不像往年不见进口影
片，但将少有《变形金刚4》这一级别的大
制作影片。想看进口片的影迷，将于7月
4日看到今年大热的奥斯卡参评影片《美
国骗局》，7月25日看到印度影片《幻影
车神3》，另有计划进口的美国大片《猩球
崛起：黎明之战》，由于该片北美上映时
间是7月11日，内地具体映期还未确定。

7月影市国产片将大出风头

据新华社福州7月2日电（记者邰晓安 张
逸之）2014年上半年，我国电影票房豪取130亿
余元，超过了2011年全年的总和。

虽然2013年国内影市增长态势十分迅猛，但
马年春节一天2亿元的节奏还是让人咋舌。《西游
记之大闹天宫》《爸爸去哪儿》和《澳门风云》三片
联手，7天假期累计票房超过14亿元。

据艺恩票房决策智库统计，前半年，进口片以
53％的票房占比完成翻身逆袭，国产电影未能延
续2013年全年力压好莱坞的辉煌。

艺恩咨询分析师表示，在银幕增速每年超
40％，总数突破2万块的背景下，票房增速却呈现
放缓趋势。可以看出影片数量之外，质量及口碑
的进步才是拉动票房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上半年电影票房130亿

5天票房突破2亿元

《分手大师》
“牵手”大片成功

●韩寒PK郭敬明
●老男孩闺蜜交战

●笔仙在81号出没

邓超（左）杨幂在《分手大师》中

《小时代3》剧照

《
京
城8

1

号
》
剧
照

韩寒电影
《后会无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