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1月19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黄娟 主编：叶健升 美编：王凤龙综合财经新闻B05

■■■■■ ■■■■■ ■■■■■

联合拍卖公告
（2014）琼海法技拍委字第8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确认，受海口海事法院
委托，定于 2014年 12月 5日下午 15：30时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产权交易大厅对以下标的进行依法公开拍卖，现将第二次拍
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被执行人海南中商农产品中心市场有限公司持有
的海口那甲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股权项下有3宗城镇混合住宅
用地共295亩，3宗土地均位于海口市长流那甲山，国有土地使用证
为：海口市国用（2003第 004456号、海口市国用（2003第 004457
号、海口市国用（2003第004458号）]。参考价：人民币41595.17万
元，竞买保证金6000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日17时止。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于2014年12月4日16时前将保

证金缴至海口海事法院账户（到账为准）。户名：海口海事法院，开户
行：中行海口市龙珠支行，账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请注明：
（2014）琼海法技拍委字第 8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
缴款），并于 2014年 12月 4日 17时前凭法院出具的保证金收据到海
南产权交易所或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海
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场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大厅（海口市
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二楼）

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 75号凤凰新华文化广场
五楼

咨询电话：66508010 麦先生 报名电话：66558023 李女士
拍卖单位：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联系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

号华能大厦21层B座；联系电话：66532003 吴先生。
协拍单位：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路22

号CMEC大厦12层西区；联系电话：68528518。
协拍单位：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

38号华银大厦508室；联系电话：66243059。
法院监督电话：66254932

债务催收及履行义务公告
海南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暨法定代表人谭毅、
保证人：江苏洲豪风险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迄今，债务人海南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在经销斗山工程
机械（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我公司）工程机械产品期间欠我公司
整机货款及相关违约金。现我公司特刊登本公告，请相关债务
人、担保人立即根据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以上全部债务及保证责
任，具体为：请债务人海南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立即履行相应
还款义务及保证责任；请保证人江苏洲豪风险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立即与我公司协商履行担保义务，配合我公司在必要时依法
行使相关权利。

特此公告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17日

三亚市吉阳区筹备组
通知

海南虹达投资有限公司、三亚国华汽车广场有限公司：
三亚市政府以三府办[2011]82号文件精神，拟征收原吉阳

镇《吉阳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39地块，用地面积1.9512公
顷。干沟村委会岭仔村小组已领取土地补偿款，你司与干沟村
委会岭仔村小组的承包租赁合同已自然解除，现请你司在登报
之日起15日内前往吉阳区筹备组（127室）领取地上附着物补偿
款，逾期不领取将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转入三亚市公证处提存。

特此通知
三亚市吉阳区筹备组
2014年11月17日

中标公示
项目名称：三亚市南滨排洪沟至妹州沟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监理

于2014年11月14日9时00分在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第
三开标室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容德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金华宇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4年11月19日至2014年11月21日。公示期内，

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三亚市水务局投诉或举报，电
话：0898-88676963。

招标人：三亚市崖州区筹备组
招标代理：海南鼎铭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房产拍卖信息
我公司将于近期公开拍卖下列标的：
1、海口市海甸岛沿江三东路凤阳别墅第1栋，建筑面积334.03m2。
2、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工商学院内一套房产，建筑面积146m2。
3、海口市义龙路钟山大厦B座3套房产，总建筑面积150m2。
4、海口市海甸四西路金龙花园1A902房，建筑面积83.28m2；

1D902房，建筑面积137.77m2。
5、海口市南沙路五峰公寓1903.9m2房产。
6、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内一酒店整体资产（电话：

13005087166路先生）。
电话：68555982 13036015848 李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1、项目名称：盛泰·圣贤府邸（桂林洋教师公寓）。2、招商人：海口
市城建集团海口盛泰房地产有限公司。3、项目概况及招商内容：本项
目位于桂林洋海涛大道南侧，占地约138亩，容积率1.8，属桂林洋大学
城教职工限价商品房。项目总投资约66310万元，盛泰公司出资3000
万元，其余全部资金由合作方负责，双方共同开发本项目。（详见招商
文件）4、报名资格：①、注册资本金不少于5000万元的法人企业（不接
受个人或中介报名）；②、提供单位的经年检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经办人的法人授权委托书。5、招商文件获取：经盛泰公司审查，
符合资格条件的意向报名者可向盛泰公司免费索取招商文件。6、报
名材料递交：报名者须按招商文件要求，在2014年11月27日16:00前
向盛泰公司提交报名材料（仅接受纸件）。7、报名地点：海口市世纪公
园路1号城建集团盛泰公司。8、联系方式：王绍民 66523269。9、该招
商方案的解释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归本公司所有。

招商公告

文昌市东路镇西亭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在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8室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

标候选人公示如下：第一中标候选人：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中标候选人：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第三中标候选人：惠

州市水电建筑有限公司公示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11 月 21 日。公示

期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投

诉或举报，电话：0898-63331261。
招标人：文昌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交易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恒一项目管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文昌市东路镇西亭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

中标候选人公示

2014年11月18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海中法执字第51-3号、（2013）海
中法执字第 330-2号《执行裁定书》及（2012）海中法执字第 51-2号、
（2013）海中法执字第 330-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局已将海南四合
鉴筑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海口市国用）（2007）第003362号《国有土地
使用证》项下 10923.4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包括 S7地块 32.46平方米）
与海口市国用（2007）第 0033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 5047.60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海南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海南兴泰电
气设备有限公司，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现决定
注销海口市国用（2007）第0033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10923.48
平方米、海口市国用（2007）第 003365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
5047.6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登记。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东方市2014年度800吨市级储备粮
招标失败公告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政通招投标有限公司；采

购人：东方市粮食储备公司；项目名称：东方市2014

年度800吨市级储备粮（HNZT2014-111）。该项目

于 2014年 11月 11日发布招标公告，截止报名时间

2014 年 11 月 17 日 17:30:00，无供应商参与报名投

标，故本次招标失败，特此公告。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张华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湾路椰林海岸B栋三单元

602、603、604、605、704、705房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
证》证号分别为：三土房（2014）字第 02608、02149、02610、02596、
02163、02595号，房屋建筑面积为65.34、67.92、39.14、73.42、39.14、
73.42平方米，土地面积为42.08、43.74、25.21、47.28、25.21、47.28平
方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
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
科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准登记，补发
新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1月17日

为加强我区村卫生室医生队伍建设，我局决定面向社

会在全省范围内公开招聘 20 名村卫生室医生，待遇从

优。招聘详情请登录龙华之窗网站（www.hklhq.gov.cn），

联系电话 66567735。

龙华区2014年公开招聘
村卫生室医生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局

2014年11月19日

两万“巧女”年创产值8亿元
11月18日，秦皇岛市海港区东环路街道居民杨春秀（右）在指导学生学习刺

绣。目前该市城乡已有2.12万多名“巧女”实现创业就业，年创产值8亿多元。
新华社发

昨日市况

新华社杭州11月18日电（记者刘
明洋 胡作华）18日上午11时许，浙江
省义乌市铁路西站，随着火车一声长
鸣，满载着82个标箱出口商品的首趟

“义新欧”中欧班列鸣笛开行，奔向万里
之外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这标志
着从中国义乌出发，经新疆阿拉山口口
岸出境，最终到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

“义新欧”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正式全线
开行。

据悉，首趟“义新欧”（义乌—马德
里）中欧班列经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
再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法
国，最后到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穿越7
个国家，全长13000多公里，运行时间
约21天，几乎横贯整个欧洲，贯穿新丝
绸之路经济带，是目前所有“中欧班列”
中最长的一条。

据介绍，与其他“中欧班列”相比，
“义新欧”（义乌—马德里）铁路班列不
仅途经国家最多，而且在国内穿过的省
份也最多，从浙江出发横贯东西，经过
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在新疆阿拉山
口口岸出境，共计6个省份。此外，“义
新欧”中欧班列（义乌－马德里）共将在
境外铁路换轨3次，除在哈萨克斯坦、波
兰两次换轨外，还需在法国与西班牙交
界的伊伦进行第三次换轨。

“以前义乌的小商品要走出国门，
主要是靠海运和空运，而铁路运输的成
本比空运低，速度比海运快，如今‘义新
欧’中欧班列的开通不仅可以降低商品
的进出口成本、提高运输效率，更让义
乌的中国制造多了一条走向世界的便
捷之路。”义乌海关关长林江表示。

据了解，为缩短中国东部与中亚、

欧洲之间的运输时空，今年1月，义乌
首发了“义新欧”（义乌－中亚五国）
国际集装箱专列，开辟了义乌直达中
亚的国际铁路联运物流大通道，并在
9月底实现了该段班列每周一列的常
态化运行。

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表示，“义新
欧”班列是义乌市乃至浙江省融入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
家战略建设的重要平台，是继开行“义
乌—中亚”铁路班列后又一条重要的国
际铁路班列，为中国小商品出口欧洲开
辟了一条全新的高效、便捷物流通道。

穿越7个国家，全长13000多公里

“义新欧”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全线开行

➡ 11月18日，首趟“义新欧”国际
货运班列即将从义乌货运站出发。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张辛欣）工
信部18日发布的《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
显示，2014年企业毛利率由2013年的19％下降
至16.36％，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从2013年的2.33％增加到2.48％。获利
能力下降的同时，负担仍然较重。

工信部是在18日召开的全国减轻企业负担
政策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布该项报告的。工信部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秦志辉在会上说，这
些数字说明企业税费负担仍然很重，可供留存分
配和追加投入再生产的资金有限。如果以去年为
基准，今年全国各省市企业负担综合指数平均为
0.84，虽有小幅下降，但地区间差距较大，行业间
鸿沟呈日趋明显态势。

秦志辉认为，企业负担加重，尽管有人工成本
上升、融资难融资贵、经济环境趋紧等客观问题，
但收费多仍是主要原因。报告显示，在缴费支出
中，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支出占比均呈
现下降，而与行政许可审批相关的经营服务性收
费所占比重却在上升。部分部门、部分地方政府
违规收费现象依然存在。此外，部分行业协会给
企业增加负担的问题较为严重。

工信部建议，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企业负
担相关信息上报、调查系统，跟踪研究企业负担情
况，推进企业权益保护立法工作。同时，建立公
开、透明、完善的收费法规体系和多元评价体系，
多管齐下，把企业负担真正减下来。

企业获利能力下降
负担较重成主因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陈平）今天，是
沪港通正式成行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与此前轰轰
烈烈的热闹场面相比，今天只能说是相当冷清。

截至收盘，可用以购买沪股的额度还剩下
81.5亿元，只用了38.5亿元，而可用于购买港股
的额度还剩下97亿元，只用了8亿元。这与昨天
不到下午2时，沪市就已用光130亿元，港市最终
也用了13.2亿元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继昨天沪港两市均收阴后，今天两市也基本复制
昨天走势，再次走阴。两连阴，说明昨天入市的沪
港通资金大部分已被套其中。

今天，沪深两市继续上演两极分化，翘翘板效
应，沪综指除了早盘一度略为上冲见红外，全天均
在昨收盘位下运行，全天无量空跌，午后更是加速
下跌，但量能始终未能放大，最终再收大阴线。沪
港通出来之前狂拉猛打的金融等众多权重股借利
好出货迹象明显，连连走阴。而先前被看空的创
业板等题材股在经历了上周暴跌之后连续第二天
反弹。沪综指下跌17.64点，收于2456.37点，跌
幅0.71%；深成指下跌87.21点，收于8196.59点，
跌 幅 1.05% ；创 业 板 收 报 1481.86 点 ，涨 幅
0.69%。量能萎缩，两市仅成交3191.1亿元。两
市共有非ST个股25家涨停，2家跌停。

专家分析认为，本周是股指期货交割周，下周
新股密集发行且年内余下时间发多少新股尚无定
论，加上沪综指2500点附近的罕见天量形成的巨
大压力，短期看，尽管这一位置或许不会成为明年
的高点，但目前区间成为年内头部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因此，投资者做好面对进一步调整的准备
很有必要。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沪港通遇冷

沪市连收两阴
新华社上海11月18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叶锋 郑钧天）18日，市场关注已
久的上海“董家渡地王”出让成功，248.5
亿元的天价也创下新的总价纪录。近
期，一些热点城市的土地市场转向复苏，
许多城市卖地收入超过往年，一些优质
地块仍受追捧。但从竞拍情况、溢价率
等因素看，土地市场并未“过火”，整体理
性而平静。倒是楼市进入市场化轨道运
行的“新常态”之后，对地方政府的“钱袋
子”和经济发展方式都带来了新的考验。

18日，被称为“董家渡地王”的黄浦
区小东门街道616、735街坊商住地块
在此间的竞拍中被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体，以248.5亿元竞得，折合
楼板价35392元／平方米。

虽然创下了土地市场总价新高，但
该地块的现场竞拍波澜不惊，仅在248
亿元起始价的基础上加价一轮。每平方
米3.54万元的楼板价，在南黄浦区域也
是正常水平。数据显示，2012年和2013
年邻近区域成交的三宗地块，楼板价在
每平方米3.41万元至3.69万元之间。

市场整体趋于理性
优质地块仍受追捧，但市场整体趋于

理性，是近期土地市场的特点。比如，11
月10日，广州市一口气拍出9宗商住用
地，“吸金”156.87亿元，刷新今年以来单
日卖地金额新高。但各地块成交价格符
合预期，在竞争最为激烈的华美牛奶厂7
宗地块中，最高溢价率也没有超过50％。

再如，11月14日，济南市一幅地块
以17.8亿元的价格成交，楼板价6709

元／平方米，两者均为当地新高。但市
场机构克尔瑞的数据显示，2013年济南
的住宅用地成交101幅，平均溢价率为
13.6％；而截至今年11月16日，当地住
宅用地仅成交62幅，溢价率几乎为零。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
进分析认为，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
有三点，一是房企资金面比较紧，所以拿
地不再那么“豪爽”；二是各地政府也不
再“幻想”房企激进抢地，土地出让以保
证完成年度供地计划为原则；三是部分
城市的基准地价已经提高，地价成本实
际上已经增加。

“尤其是10月份以来，一些热点城
市楼市有止跌迹象，所以地方政府在土
地出让方面会加快节奏。一些房企熬过
了市场最冷的时期，资金面也得到了改
善，所以拿地的积极性会提高。”一家港
资房企驻上海的高管向记者表示。

多个城市卖地收入上升
不过，虽然楼市明显降温，今年多个

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土地交易却收获
颇丰。比如，市场机构数据显示，进入
11月，北京今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超
过去年，据预测今年全年破2000亿元也
料无悬念；上海11月份还将迎来更多土
地出让，全年出让金总额有望达到1700
亿元；截至目前，深圳“收成”也已超过了
去年全年。

土地财政的居高不下，与产业结构
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势格格不
入。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土地收入创新
高，与今年不少地方政府急于缓解项目

投资和债务压力有关。随着经济转入中
高速增长、税收收入增幅收窄，一些在民
生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承受巨大
开支的地区，也只好愈发紧抓房地产这
只“钱袋子”。

房地产或入“白银十年”
但土地毕竟稀缺，对卖地收入的高

度依赖，不可持续。经过多年调控，房地
产市场也正在进入一种“新常态”。

比如，在房价方面，不再是全面普
涨，也不再是只涨不跌；在地区差异方
面，各地分化日益明显，一些热点城市的
需求仍然比较旺盛，但不少二三四线城
市将面对此前楼市过度扩张的苦果，去
库存化形势严峻；在调控方式方面，在管
住炒房投机需求的前提下，行政手段将
逐步退出，房价将会回归到由合理供求
关系决定的轨道上来；在行业发展速度
上，以往那种“狂飙突进”的态势也将不
再。许多业内人士称，房地产将告别“黄
金十年”，进入“白银十年”。

“比如，房企高价拿地的动作会减
少，扩张步伐会和房企自身的战略扩张
步伐相配合，而不是盲目认为房地产市
场势必会高速增长。”严跃进说。在地块
出让中，地方政府也越来越坚持产业导
向。比如，上海对此次出让的“董家渡地
王”就设置了苛刻的出让方式，从而能够
确保土地开发按城市发展的意图进行。

“房地产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新的
状态之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都面
临着新的考题。”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
执行院长陈晟说。

地市复苏但未“过火”

楼市“新常态”考验地方政府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
安蓓 王希）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数据显示，10月份部分城市二手住宅
价格环比有所回升。其中，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
环比均停止下跌。

数据显示，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
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
下降的城市个数分别为 69 个和 64
个。但北京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0.3％，上海、广州、深圳环比均持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刘建伟认为，随着各地房贷政策调
整，房企为消化库存继续加大推盘力
度，部分购房者选择入市，房价环比

降幅收窄。据测算，70个大中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综
合平均降幅分别比9月份收窄0.3和
0.1个百分点。

从个数来看，10月份70个大中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
有69个，持平的城市有1个，均与9月
份相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的城
市有64个，比9月份减少6个。

由于环比下跌及去年同期基数较
高，房价同比下降的城市个数继续增
加，绝大部分城市房价同比出现下降。
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个数
分别为67个和65个，分别比9月份增
加了9个和13个。

北上广深二手住宅价格环比止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