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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海告字[2014]7号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琼海市塔洋镇联先村委会地段的一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挂牌出让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限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三、本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4年11月5日至2014 年11月26日到琼海
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政府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22号）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 2014年11月
5日至2014年11月26日到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
请（或海南省政府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交纳竞买
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2014年11月26日下午17时。经审查，申请
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4 年11月27
日前（含2014年11月27日）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土地交易厅，挂牌时间为：1.起始时间：2014年11月17日上午9时
整。2.截止时间：2014年11月28日下午16时整。七、其他需要公告的
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实施机构为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详细
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www.ggzy.hi.gov.cn、www.
hnlmmarket.com。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公告，届时以
变更公告为准。2.本次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
话、电子邮件、口头等方式报价，节假日不受理报名、报价。八、联系方
式：联系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东四横路13号；联系电话：0898-
62811911、65303602；联系人：王先生、李先生。九、本公告未尽事宜，
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该文件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0月25日

地块名称

琼海市T2012025号地块

土地位置

塔洋镇联先村委会地段

面积（m2）

30649.06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
容积率
≤0.8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30%

投资强度（万元/亩）

≥94.7
开发期限（年）

2

竞买保证金（万元）

1500

规划指标要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保土环资告字（2014）7号

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备案号：4602314BB0038）

二、竞买人资格
（一）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属境外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须提交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

（二）具有以下行为的法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在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有闲置土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

（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由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发
挂牌资格确认书。

三、竞买规则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采用增价方式挂牌，按照“价

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

人可于 2014年10月25日 至 2014年11月14日 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
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4年10月25日至2014年11月21日到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11月21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将在2014年11月21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2014年11
月14日09时00分 至 2014年11月24日10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本地块属于住宅用地，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出让地块如果

涉及地上构建筑物、地下管道搬迁等费用由受让人负责。
（三）本次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产生的

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担。
（四）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县政府规划要求进行

开发建设，涉及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
有关管理规定。

八、开发建设要求
（一）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县政府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批准的规

则要求开发建设。
（二）开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应按照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土地交付

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联系电话：0898-83666228 13976111340
联 系 人：邢先生 欧先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0月25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BT-2014-12
70
40%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土地用途：

1880.82平方米（约2.82亩）
2.0

住宅用地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保兴东路北侧，汽车站旁
20%

保证金：427万元

招标公告
昌江县十月田镇南岭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现对该项目施工进

行公开招标。一、项目概况：建设地点：海南省昌江县。工程概况：

建设规模为 462.41公顷，预计新增耕地面积 185.96公顷。工期：

365 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地整理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

工程和其他工程等（以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为准。）。标段划分：本

项目分为2个标段。二、投标人资格：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同时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或以

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

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专业二级（含）或以上注册建造师资

格且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并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

的项目经理。三、招标文件获取：2014 年10月24日至30日(法定节

假日除外) 8:30至17:30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http:

//www.hizw.gov.cn/）购买并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 500元/

标段，售后不退。四、招标代理机构：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联系人：林先生13034927009。（详细招标信息详见海南省

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http://www.hizw.gov.cn/）。

注销公告
海南罗牛山畜禽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罗牛山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海南罗牛山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海南罗牛山食品营销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海口罗牛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工厂化养

猪分公司、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三万头养猪场、海口农

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产品销售分公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苍东机械化养猪分公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种猪分公司，拟向海口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分公司拟向琼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万宁分公司拟向万宁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工程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武警海南省总队司令部。二、工程名

称：武警海南省总队综合楼改造工程。三、招标内容：综合

楼改造。四、工程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白龙南路71号，综

合楼改造，办公楼卫生间改造，指挥中心大楼部分门窗改造

及墙面局部粉刷，计划工期40天。五、投标单位资质和业绩

要求：具有装饰乙级设计施工以上资质，2010年至今，完成

2个以上与所投标类似的工程业绩，项目经理执贰级（含）以

上建造师证书。六、报名时间：2014年10月24日-28日，8：

30-11：30，15：00-17：00。七、报名地点：海口市白龙南

路71号武警总队司令部直属工作处。报名时请携带相关证明

及业绩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以备查验。八、联系人：翁

书旺 电话：0898—36733187 18689956177

武警海南省总队司令部

二O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4日在北京同坦桑尼亚总统
基奎特会谈时宣布，中国政府将向西非
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提供第4轮援助。

习近平指出，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
续蔓延，对非洲人民生命安全、经济社会
发展和全球公共卫生构成现实威胁。埃
博拉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疫区

国家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在国际上率
先紧急驰援，已经向有关国家实施了3
轮援助，以实际行动展示了患难与共的
中非真挚情谊。考虑到当前埃博拉疫情

发展和疫区国家需要，中国政府决定启
动第4轮紧急援助，再向利比里亚、塞拉
利昂、几内亚3国和有关国际组织提供
总价值为5亿元人民币的急需物资和现

汇援助，派出更多中国防疫专家和医护
人员，并为利比里亚援建一个治疗中
心。中方还愿意同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合
作，帮助疫区国家早日战胜埃博拉疫情。

习近平主席宣布

中国将向西非国家提供第4轮援助

新华社纽约10月23日电（记者
李大玖 刘莉）美国纽约市长比尔·德布
拉西奥23日宣布纽约确诊一名埃博拉
出血热病例。而患者直到发病才被收
治，引发了美国国内对政府应对埃博拉
措施的极大担忧。

这名患者名为克雷格·斯潘塞，33
岁，曾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务人员
在几内亚埃博拉疫区工作过，也去过西
非其他两个疫区国家。22日晚，他曾
在纽约乘坐地铁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
然后乘出租车回家。由于出现高热和

胃肠道不适，他于23日被纽约市消防
局急救队送入医院。

德布拉西奥表示，患者已经接受隔
离治疗，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正在接受
检查。纽约市的医院和卫生部门也已
经做好防疫准备。

纽约市政府官员对媒体表示，斯潘塞
17日回到纽约，当时并无症状。他后来坐
过地铁，乘过出租车，还去过保龄球馆和
公园。不少当地媒体认为，政府在此期间
对这一来自西非埃博拉疫区的人没有采
取必要的监控措施，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4500多
人死亡，9000多人感染，从西非蔓延至
美国、西班牙。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疯狂
肆虐。面对埃博拉疫情随时可能输入
的风险，我国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部署，一手抓国内疫情防范和
应对准备，一手抓援非抗疫，构筑着疫
情防控的坚固屏障。

关口前移，22部门联防联控

由于埃博拉的高致病性和致死率，
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西
非埃博拉疫情已经成为国际公共卫生
紧急状况。而早在世卫组织宣布警示
信息的半年之前，我国已经高度重视疫
情，并开始着手防控。

西非地区出现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当前西
非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我国国际交往频
繁，要极端重视，坚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
在前期已做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有
力措施加强防控。要做好应对准备，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批示要求，
高度重视做好我国的防范应对工作。
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科学制定方案，严
防疫情输入，并完善应急预案。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 4 次召开国务院专题
会议，全面部署我国疫情防范应对和
对非援助工作，并多次召集或委托召
集会议，专门部署南京青奥会、天津夏
季达沃斯论坛、援助西非国家防控疫
情等工作。

8 月 12 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牵
头，外交、发展改革、教育、公安、财政、
商务、质检等22个部门建立应对埃博拉
出血热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迅速制
定了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管理方案以及技术文件30余个。

“从等着疫情进来，到主动深入疫
区；从发生后再应对，到提前做好防控
准备——关口前移、联防联控是这次埃
博拉疫情防控的新特点。”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说，有了应对

SARS和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的经验和
教训，我们这次相较以往反应更快、措
施更实、应对更主动。

坚持“高度重视、密切关注、防控为
主、内外结合、科学应对”的原则，我国
一方面加强口岸重点城市和重点人员
防控，坚决防止疫情输入我境内；同时，
细化各项防控预案，强化应急准备和实
战演练，确保境内一旦发生疫情，能够
得到及时有效控制。

各地卫生计生部门完成对全国疾病
预防控制、定点救治、院前急救等专业机
构人员的培训，在全国确定167家定点救
治医疗机构、144辆负压救护车、598间负
压病房、127名国家级埃博拉出血热诊疗
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3家单
位可在80小时内完成病毒快速筛查，16
家单位具备病毒核酸检测能力。

“迄今，我国境内尚无病例报告，也无
我公民境外感染报告。”梁晓峰说，尤其在
举办了南京青奥会、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
等大型国际会议的情况下，“这不容易。”

接力援非，患难中见真情

“在给第一例埃博拉患者治疗时，我
曾为患者体检，徒手翻开过患者眼睑，且
隔了很长时间才去洗手。后来，由于先后
与两名感染者有过接触，医院通知我要隔
离观察。”中国第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
的普外科医生曹广在微博中平静地记录
着自己直面埃博拉疫情的经历。

中国第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共19
人，由北京安贞医院主派，2012年赴几内
亚首都科纳克里，执行为期两年的援外医
疗任务。3月初，一位男性患者因腹痛、呕
血、发热、乏力被收入普外科病房，曹广当
时为患者体检。后来曹广才知道这是中
几友好医院第一例接诊的埃博拉患者。

被网友们称为“距离埃博拉最近的中
国医生”的曹广，其实只是众多援非中国医
生中的一员。在欧美西方国家相继撤出本
国医护人员，当地医疗体系处于瘫痪状态
的紧急情况下，我国驻疫情国援外医疗队
先后有170多名医务人员，无私无畏，坚守

在疫区一线，与疫区人民日夜相伴。
正如10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

会堂接受利比里亚、几内亚等9国新任驻华
大使递交国书时表示的，当前埃博拉疫情
正在西非蔓延肆虐，成为国际社会在非传
统安全领域面临的共同挑战，中方愿继续
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抗击埃博拉疫情。

“面对西非肆虐的埃博拉疫情，中
国政府没有退却，来自中国的医疗工作
者坚持为埃博拉患者以及其他病患提
供医疗服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
冯富珍说，“我对此表示感谢。”

世界卫生组织驻肯尼亚代表库斯
托迪亚·曼德黑特说，中国目前正在与
国际社会一道应对西非国家暴发的埃
博拉疫情，“中国过去曾经应对过包括
禽流感和‘非典’在内的传染性疾病，埃
博拉疫情地区可以运用中国在这方面
的经验来消除这种传染病”。

在派出医疗专家组的同时，我国还向西
非地区提供各方面的援助，在抗击埃博拉的
持久战役中，与面临疫情的国家并肩作战：

2014 年 4 月，疫情刚出现蔓延苗
头，我国政府就宣布向几内亚、利比里
亚、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四国各提供
价值100万元人民币的药品、医疗设备
等防控救治物资，并于5月全部运抵，在
第一时间投入四国防疫救治现场。

8月10日，习近平主席分别致电几
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三国总统，对
埃博拉疫情造成重大人员和经济损失
表示慰问，并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提
供紧急援助，支持三国抗击疫情。

8月11日和12日，我国政府提供的
总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防疫物资由
包机陆续运抵三国首都。

9月18日，我国政府宣布向利比里
亚、塞拉利昂、几内亚及其周边国家提供
新一轮总额为2亿元人民币的一揽子现
汇、粮食和防疫物资援助，并派遣专家组。

9月25日，我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顺利
抵塞。9月28日启动实验室检测任务。截
至10月13日，已累计检测样本427份，其中
233份阳性；留观中心累计接收病人68人。

10月16日，李克强总理在米兰出席第

十届亚欧首脑会议时表示，我国政府将再
向西非疫区提供一轮总额至少1亿元人民
币的援助，共同抗击疫情，直到最后胜利。

“埃博拉疫情对全球健康安全构成
威胁，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
同努力。此外，对非援助对西非国家抗击
埃博拉的一系列物资、技术、人员援助，也
表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已经走到了
转折期，从接受国际援助到可以支援国
际。”即将再次赴非担任联合国应对埃博
拉特别使团高级共同卫生顾问的国家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

疫情持续，科学冷静作战

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可以预见，
抗击埃博拉的战役将是一场持久战。科
学冷静是打好这场战役的基础。

近日，有网络传言称广州和宁波发
现埃博拉患者。对此，两地卫生计生委
迅速回应，澄清这两例病例均是监测到
的埃博拉出血热留观病例，经实验室检
测，已排除埃博拉病毒感染。

梁晓峰介绍，为了做到埃博拉出血
热病例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严防疫情输入，我国在防控方案中除了
明确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的诊断，还制定
了留观病例的概念。具备21天内有疫
区旅游史，且体温超过37.3℃的人员，就
诊断为埃博拉出血热留观病例，需要转
运至定点医疗机构观察，这比其他国家
的防控方案更加严格。

需要注意的是，把留观病例作为疑
似病例甚至作为确诊病例看待，会引起不
必要的误传和恐慌，“要科学、冷静、理性
对待疫情，才能更有效地防控疫情”。梁
晓峰提醒，随着西非埃博拉疫情蔓延，国
际社会恐慌日益加剧，谣言可能会不时出
现。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加强科普，让每
个人了解疾病、知道如何应对疾病。

“专家研判认为，西非疫情难以在
短期内扑灭，公民境外感染以及疫情传
入境内的风险存在。由于我国已建立
比较完备的传染病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一旦发生疫情，能够及时得到有效处
置。”梁晓峰说。

埃博拉防控两线作战考验中国
10月24日，在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举办的信

息时代展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观看自己发送
的首条推特。 新华社/法新

英女王玩推特

这张由加拿大总理府提供的照片显示，10月
23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
珀（右三）及议会全体向在22日枪击事件中击毙枪
手的加拿大议会警卫官凯文·威克斯鼓掌致敬。

新华社/法新

加议会向击毙凶手警卫官致敬

10月24日，在俄罗斯莫斯科，负责指导科里夫
逊的调度员亚历山大·克鲁格洛夫（右）在出席听证
会后被拘留。法国道达尔石油集团前董事会主席
兼全球首席执行官马哲睿乘坐的私人飞机撞上除
雪车坠毁。4名机场工作人员被指对事件负有责任
被拘留。同日，事发机场主管和副手引咎辞职。

新华社/法新

对法国石油巨头撞机事件负有责任

俄拘留4名机场工作人员

10月23日，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JFK医院，中国医疗队成员为当地患
者做B超检查。 新华社发

中国驻利比里亚医疗队坚持接诊

朝中社10月24日提供的照片显示，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中）指导朝鲜人民军第526联队和
第478联队进行对抗训练。 新华社/朝中社

金正恩指导朝军对抗训练

美国纽约确诊
首例埃博拉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