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活动之一：
2014海南房地产年度大奖推介

该推介活动是2014海南房地产年会
的重头戏，是海南地产业界的大型公益评选
活动，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采取

“企业自愿报名、媒体公示展评、公众投票评
议、专家会审评定”的办法，对海南省的地产
品牌、优质企业、精英人物进行年度评选。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启动旗下《海南
日报》、《南国都市报》、《海岸生活》杂志和
南海网，组成强大的宣传平台，对该活动
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推广，并借
助全国省级党报联盟主流媒体的力量，将
海南的房企品牌、地产人物推向全国。

2014海南房地产年度大奖奖项有：

“海南省房地产领军企业”、“海南省房
地产年度人物”、“海南省房地产特别大
奖”、“海南省房地产最具发展活力市
县”、“10大地产新闻评定”。

获得以上奖项的单位所开发的房
地产项目，将有机会优先选送至住建
部，参与角逐中国“广厦奖”。

主题活动之二：
2014海南房地产年度论坛

发布年度业绩报告，盘点年度市场
行情，梳理年度数据分析……

解读宏观政策，展望行业趋势，透
析实战操盘……

主管领导、权威专家、地产领袖、业
界精英，发起头脑风暴，引领新年楼市！

主题活动之三：
2014海南地产年终盘点特刊

哆，第一乐章：《序曲》，回顾这一

年，海南楼市几多欢喜几多愁。
唻，第二乐章：《风云》，梳理海南地

产业界全年大事件。
咪，第三乐章：《纪实》，盘点2014年

十大地产新闻事件。
发，第四乐章：《亮点》，分片推介海

南各区域地产潜力及项目。
嗦，第五乐章：《人物》，海南地产业

界领袖和精英人物。
啦，第六乐章：《观点》，权威声音，

纵论地产现状和经营愿景。
嘻，第七乐章:《趋势》，海南地产走

势预测和2015楼市展望。
插曲：海南地产10年发展历程。
哆、唻、咪、发、嗦、啦、嘻，奏响海南

地产七彩乐章！

这是一个业界权威的评判——
2014海南房地产年会是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起、主办，房地产业主管部门海南省住建厅权威指导，《海南日报·

房地产周刊》承办，海南省房地产业协会、三亚市房地产业协会协办的海南地产业界年度盛会。

这是一次产业行情的盘整——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对一年来海南房地产的企业绩效、新锐人物、地产行情、业界态势进行梳理和总结。

这是一场地产领袖的盛会——
2014海南房地产年会包括：2014海南房地产年度大奖推介、海南地产年终盘点特刊、年度论坛、颁奖典礼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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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房地产转型升级

海南房地产具有开发资源的稀缺
性、土地的不可再生性与购买群体的
广泛性特点。从长远来看,海南房地
产开发供小于求的趋势会越来越明
显。

近年来,海口市致力于积极推动房
地产业转型升级，适度控制普通商品住
宅开发，酒店、写字楼、旅游、商业、养
老、科研、医疗等地产比重逐年增大。
而作为海口市政府重点建设项目的“恒

大海口文化旅游城”不仅是首个与旅游
度假、健康养生有机结合的项目，更是
促进整个海南岛大力发展商业会展、商
务办公文化创意娱乐高度结合的高端
精品特色之路。

“城”就全球度假梦想

据了解，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是
由全国地产十强恒大集团联合海口
市政府斥资千亿打造的国际旅游岛
首席都荟综合体。项目面世以来，受

到了全国各地置业者的追捧，目前已
有4000多名客户登记认筹。项目总占
地面积1260亩，建筑体量超过138万
平米，其中规划有近45万平米十二大
世界级航母配套，包含超约13万平米
商业综合体、16.5 万平米国际商务集
群、4万平米超五星白金酒店、7600平
米全能运动中心、6万平米六国风情酒
店、1.65万平米五国特色温泉馆、9800
平米世界风情美食街、1100平米博物
馆等，是集文化、旅游、商业、会展、办
公、教育、运动、养生、度假、休闲娱乐

及生态居住为一体的超规模、全业
态、全功能的世界级文化旅游地产样
板。

项目区域交通便利，配套醇熟，
离假日海滩仅十分钟车程，三分钟到
达东线轻轨站，十分钟到达美兰机
场；国际高尔夫球场、冯小刚电影公
社、一八七医院、大润发超市、家乐
福、海南师范大学、海南中学等市政、
商业配套簇拥环抱，周边生活氛围日
渐浓郁。

据了解，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项目

首期即将成本价开盘，73-126m2公园
美宅 7188 元/m2 起，送 1600 元/m2 豪
装，188-227m2湖畔别墅，首付 60万
起，70-120m2 临街旺铺 19800 元/m2

起，现在交认筹金2万，即可享受开盘额
外8.5折。
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免费看房车
乘车地点：万绿园、白沙门公园、龙泉花
园酒店
发车时间：周一至周日8：00-15:30
项目热线：3666 5333
项目地址：海口市迎宾大道

最权威的阵容 最客观的声音 最隆重的推介

2014海南房地产年会将精彩无比

海南房地产市场前景光明

2014海南房地产年会

11月16日，2014海南冬季旅游房地产项目北京推介会在京举行，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
长陈孝京在会上表示，海南未来的房地产会充分结合旅游地产发展，增加产权式、度假、商务等酒店产
品，同时调整医疗、养老、商业、文化地产布局，促进房地产和产业结合发展，令前景一片光明。

“环境造就人才”不是一句叫嚷已久的空话。
优质的教学资源、人文环境的长期熏陶、浓厚的文
化氛围，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天一天的成长，一
天一天接受文化氛围的洗礼，孩子本身的气质由
内散发，身心发展必定会受到潜在影响，为孩子以
后人生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有人说买房是一辈子的大事，为了孩子几年
的学校生活投入大量财产是否值得？我们看重的
是学区房给孩子带来长久的优越成长环境，对以
后整个人生奠定良好的基础，以及房子的升值空
间。

11月 15日，衍宏万国·中央区 3号楼王开
盘。刘女士称，在这之前和丈夫参加了“一万抵
五万”的楼王开盘优惠活动，15号当天成功解
筹。衍宏万国·中央区连续五年划入海口一中学
区，这是我们最为看重的一点。相对于一线城市
天价的学区房，衍宏万国·中央区不仅能满足我
们家长和孩子的愿望，而且价格也在我们能接受
的范围之内。

衍宏万国·中央区位于海口市龙华路繁华
地段，雄踞绝版核心地段，属海口核心居住区
域，建有完备的市政配套，优享海口黄金地段商
务区域。龙华路、海秀路、大同路、解放西路等
海口城市四大动脉环绕其中。行政中心、餐饮
经营、娱乐设施、文化建设、购物广场等，一系列
城市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品质上乘的理
想家居环境，社会综合效益加大，居民城市中心
身价加码升级。

绝佳的地理位置，还享有海口市中心幼儿园、
海口市龙华小学、海口市第九小学、海口义龙中
学、海口市第一中学等五大名校一条龙完整教育
系统，为孩子的学习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环
境。

想要孩子未来跳得更远，起点
就要站好。无疑，好的学校是孩子
迈向未来很好的跳板。而优质的学
区房是孩子人生起点的稀缺载体。

衍宏万国·中央区
让家成为孩子致胜的起跑线

筹办时间：2014年11月10日-2015年2月2日 索取邀请函请致电:66810280 66810272

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关于报废机动车的公告
我大队民警在执勤中依法扣留一批交通违法和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的机动车，其中,汽车20多辆、摩托车200多辆，绝大部分为无
牌无证、旧报废机动车，部分扣留时间均超过一年，一直无主认领或
逾期不来接受处理。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12号令）
的有关规定,请被我大队扣留的机动车所有人持相关证件到澄迈县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逾期不办理的，公
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将依法注销该机动车。

特此公告。
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14年11月18日

（公告时间：2014年11月18日至25日）

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关于注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公告

定土环资告字[2014]64号
许传友持有的一宗国有土地，证号为定安国用(定城镇)字第

0883号，因保管不慎遗失。经我局地籍调查核实，该宗地位于
定安县定城镇城南路东侧，面积266.13平方米，四至为：东至陈
济祥用地；南至空地用地；西至道路用地；北至空地；现向社会公
告注销。凡对该宗地有异议者，请于登报15日内持有关证明材
料向我局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规定给予许传友
补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特此公告
二O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定土环资出告字[2014]7号

地块编号
定城镇CR2014-10-02

土地位置
定安县塔岭新区官娘脊中路东侧

用地面积(m2)
79660.804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20%

出让年限
50年

竞买保证金(万元)
2081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
方式出让位于定安县塔岭新区官娘脊中路东侧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挂牌出让由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委托海南尚品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均可
申请参加竞买，但拟建项目必须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规定的产业范围。本次挂
牌出让不接受个人或联合申请，属境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
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

具有下列行为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
1、在海南省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海南省范围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

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参加竞买者可到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华路13-1号华典大厦1801室）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定安县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
竞买，《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

报名期限：2014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17日（以竞买保证
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应在2014年12月17日16：00前将竞买
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2014年12月17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4年12月9日上午
8:30。挂牌截止时间：2014年12月19日下午15:00。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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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事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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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
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3、按正
常工作时间（上午8:0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受理竞买申请
报名及报价手续，法定节假日除外。本公告中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
间。4、该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具备动工开发基本条件），竞买人应当
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挂牌出让地块现
状条件无异议。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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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
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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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18976212356（刘先生） 0898-65303602（李先生）

0898-63822430（舒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hnlmmarket.com

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1月19日

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定土环资出告字[2014]5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
方式出让位于定安县塔岭新区环城南路南侧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挂牌出让由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委托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
司具体承办。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均可申
请参加竞买，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个人或联合申请，属境外的企业或其
他组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文件。

具有下列行为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
1、在海南省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海南省范围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

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参加竞买者可到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或海南省政务服
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定安县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
加竞买，《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报名期限：2014年11月28
日至2014年12月17日（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应在2014年12月17日16：00前将竞买
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

六、资格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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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4年12月9日上午
8:30。挂牌截止时间：2014年12月19日上午10:00。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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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事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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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
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3、按正
常工作时间（上午8:0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受理竞买申请
报名及报价手续，法定节假日除外。本公告中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
间。4、该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具备动工开发基本条件），竞买人应当
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挂牌出让地块现
状条件无异议。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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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
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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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
0898-31651617（熊小姐） 0898-65303602（李先生）
0898-63822430（舒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hnlmmarket.com

定安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1月19日

地块编号
定城镇CR2014-08

土地位置
定安县塔岭新区环城南路南侧

用地面积(m2)
56217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容积率
1.0<容积率≤1.77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40%

出让年限
70年

竞买保证金(万元)
7112

金碧文华项目规划核实公示
海南庆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金碧文华”项目位于文华

中路南侧，于2007年6月批建，现建设单位申请办理规划核实。该项
目建设时东南、西南侧围墙及部分机动车停车位超出了用地红线，建
设单位已按规划要求进行整改，将围墙调整至用地红线内，并将机动
车停车位进行重新布置，整改后地上车位147个，地下车位653个。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核
实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11月19至12月2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金宇路27号海口市规划局龙华分
局，邮编570203。（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6768624，联系人：王宗、林华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1月19日

禾润花园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海南禾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禾润花园”项目位于府城朱

云路西侧，规划用地面积5729.44m2。现拟建2栋地上15-16层/地下1
层商住楼（3 层裙楼为商业），建筑面积地上 14389.43m2/地下
3851.87m2。该方案相关规划指标为容积率2.5，建筑密度13.1%（裙楼
建筑密度28%），建筑高度16层，绿地率40.32%，停车位96个。为广泛
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
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11月19日至12月2日）。2、公示地点：海口
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
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技术审查
二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冼心雄。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1月19日

中标公示
龙华区城西镇头铺村十巷、十一巷道路新建工程项目于

2014年11月17日在海口市滨海大道金莲花荷泰海景大酒店

公开开标，评标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既定的评标办法和标准，

完成了评标工作，现将中标结果公示如下：

海南琼山建筑基础工程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海南耀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第二中标候选人；

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公示期：2014年11月19日至2014年11月21日。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投

诉电话：66568045

中标公示
海口市龙华区美丽乡村试点片区施工图设计项目（二次招

标）已于2014年11月17日15时在金莲花荷泰海景酒店完成

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确定：

湖南城市学院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第二中标候选人；

海南省农垦设计院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 3个工作日（2014年 11月 19日至

11月21日）内向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投诉

电话：66568045。

中标候选人公示
三亚市“同心家园”八期保障性住房项目（太阳能热水器设备采

购及安装）招标项目已于2014年11月13日15时30分在三亚市政
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大厅4号开标室举行开标会，评标工作已完成，
现将评标结果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深圳市华旭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三亚五星热水设备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光谱太阳能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2014年11月19日

至 11月 21日）向三亚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监督电话 0898-
88262633。

招标单位：三亚城投置业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湖南智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4年 11 月 19 日

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受海南省烟草公司儋州公司委托，定于2014年11月28 日上午
10时在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C座703室（本公司
拍卖厅）公开拍卖：白沙海口办事处一套房产（位于海口市大同一横
路大同楼401房，建筑面积为143.19m2），参考价：40.2594万元，竞
买保证金：10万元

展示时间：2014年11月19-27日止。
展示地点：标的位于海口市大同一横路大同楼401房。
上述资产依现状净价拍卖,缴交竞买保证金账户：海南元宏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账号：266252590128；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国贸支
行。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 年11月27日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C
座703室；联系电话：66512838、66503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