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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土环资公告〔2014〕23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府函〔2014〕280号），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市北部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H06-

05地块18.287亩（12191.6平方米）二类居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要求指标要求：

二、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均
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
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
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
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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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
其竞买资格，签发挂牌资格确认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4年11月29日至
2014年12月26日到儋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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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14年
11月29日至2014年12月26日到儋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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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为2014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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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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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上午8:30
至2014年12月30日上午10:00。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
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及报价，不接受联合竞
买。2、受理报名、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节假日
除外。3、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
址：儋州市中兴大道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5303602；联系人:郭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1月28日

儋州市北部新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H06-05地块

地块名称
18.287亩
（12191.6
平方米）

宗地面积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用途

70年

出让年限
建筑容积率≤3.0
建筑密度≤30%
绿地率≥35%

规划指标要求

2年

建设期限

1276

挂牌起始价（元/㎡）

≥150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940

竞买保证金（万元）

关于文昌市八门湾绿道封闭施工的公告
尊敬的各位游客、各旅行社：

为加快文昌八门湾片区开发建设，迎接2015年

文昌航天卫星发射，八门湾绿道木栈道部分于 2014

年11月30日至2015年1月31日实行封闭施工，暂

停营业。在封闭施工期间，未经批准严禁任何单位

及个人进入封闭区域。由此给广大游客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文昌市旅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27日

消防器材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消防器材采购及灭火器药粉、药剂更换项目
二、招标人：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三、资质要求：注册资金在100万元（含）以上，具有消防器材销

售和一般纳税人资质，销售的消防产品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消防安
全使用标准，并能达到消防部门的验收要求。

四、报名事宜：有意者请于2014年11月 29日-2014年 12 月3
日，携带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销售资质等级证书原件及
复印件（加盖公章）及单位介绍信、法定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等
证件到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报名，地址：海南省海
口市滨海大道 163 号三楼 303 房，联系人：曾女士，联系电话：
13637508899，0898-68680841。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2014年11月29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14〕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

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将壹(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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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
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挂牌出让，按照项目规划设计条件及满足开发建设要求并出价
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宗地
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4年12月8
日至2014年12月26日到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办公楼土地利用股或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
册。五、申请人可于2014年12月8日至2014年12月26日到文昌市国
土环境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4
年12月26日17时00分（以保证金实际到帐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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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17
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定于2014年12月19日上午8时00分至2014年12月29日上午10时
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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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9日上午10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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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挂牌现场会）。七、需要公告的其他事
项：（一）挂牌结束后当日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土地交易厅宣布挂牌结果。（二）根据《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本次出让宗地属规划文昌商业步行街项目用地重要组成
部分（二期），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
求，统一规划、整体开发建设，并在1年内动工建设项目，3年内完成项目
的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宗地涉及旧城区改造和文昌市汽车配件厂职
工安置，按现状条件出让（基本具备动工开发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
出让地块，申请参加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四）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联系人：林先生、王先生；联
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
横路、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查询网址：http:
//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1月29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2014）-1号

位置
文城镇文建路北侧

面积（m2）
23597.44

土地用途
商住用地

使用年限
70年

容积率
1.0<容积率≤2.93

建筑密度
≤42%

绿化率
≥27%

建筑限高(层)
≤16

起始价(人民币万元)
7327.01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万元)
4397

施工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二、代理

单位：河南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三、项目名称：昌江县红林农场基
本农田建设项目；四、工程概况：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
路工程和其他工程组成，建设总规模为3019.61亩。招标范围：土地
平整、田间道路、灌溉与排水等工程，具体事宜以施工图纸和施工合
同为准；五、投标资格：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
资质；拟派项目经理须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
上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
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六、文件获取：符合以上要求的请
于2014 年11月28日至12月04日，在海口市海甸岛人民大道6号龙
城大厦七楼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本售价500元，
售后不退；七、公告媒介：本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投标监管
网和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未尽事宜详见网络版公告）；八、联系
人：符工 电话：66288389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土环资公告〔2014〕24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府函〔2014〕279号），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市木棠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A-03-09、A-03-10地块100.42亩（66946.666平方米）一类工业项目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要求指标要求：

二、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加竞买者
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本次
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
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
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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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
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发挂牌资格
确认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4年11月29日至2014年12月
26日到儋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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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14年11
月29日至2014年12月26日到儋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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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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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下午17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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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上午8:30至2014年12月30日下午15:00。七、其
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件
及口头等方式申请及报价，不接受联合竞买。2、受理报名、报价时间：上
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节假日除外。3、本次挂牌出让事
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儋州市中兴大道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5303602 联系
人: 郭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
market.com/ 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1月28日

竞买保证金（万元）

950

地块名称
儋州市木棠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A-03-09、A-03-10地块

宗地面积
100.42亩

（66946.33平方米）

土地用途
一类工业
项目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容积：0.8-1.0；建筑密度：
30%-40%；绿地率：15%-20%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元/m2）

286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625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我局于2014年10月30日在《海南日报》B01版刊登《昌江黎族
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昌土环
资告字〔2014〕128号)。因故延期，现将延期事项公告如下：

1、提交书面申请及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时间延期至2014年12
月19日17时00分。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我局将在2014年12月
19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2、挂牌截止时间延期至2014年12月23日15时30分。
3、其他事项不变。

昌江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1月29日

海景湾花园房产拍卖公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2014年

12月2日上午10:00时在我公司按标的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口市盐灶
一横路46号海景湾花园B7幢601号房产（建筑面积127M2），参考价：44
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展示时间：即日起至12月1日。请有意者在
2014年12月1日16：00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下人员
不得竞买该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联系电话：0898- 68581785、
13707561158；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帝豪大厦903室；委托方监
督电话：0898-68666481 68623068 68606865；委托方地址：海口市
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委托方网址：http://www.cinda.
com.cn；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王铭月，身份证号码：460006198606145619，经查，你未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执业人员王铭月为非卫生
技术人员，本行政机关已于 2013年 12月 3日做出海龙卫医罚告
【2013】62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你在上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3个
工作日内有权依法向我局进行陈述、申辩，如逾期未行使上述权利
则视为自动放弃。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 19号龙华区政府 1号楼 432房；
联系人：许赞；
电话：66719701。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三亚海事航字〔2014〕1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亚海事局航行通告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海洋石油981”检修的通告
一、作业时间：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月10日，昼夜作业。
二、作业范围：在如下四点连线区域内：
A：18°11′24″N/109°25′00″E；B：18°11′00″N/109°25′24″E；
C：18°10′42″N/109°25′00″E；D：18°11′00″N/109°24′42″E。
三、作业船舶：海洋石油 981。
四、作业内容：平台休整、设备检查、保养，物质补给等。

五、注意事项：
（一）施工作业船舶应按要求显示号灯号型，加强值守，注意了

望，并保持在 VHF08 频道守听。（二）过往船舶应加强了望，注意避
让，与作业船舶保持有效联系，以策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亚海事局
2014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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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
27日宣布将启动警察系统改革，简化警
察架构，整合全国警察力量，着重打击
警匪勾结现象。

调查显示，43名学生今年9月在格
雷罗州伊瓜拉市失踪，极可能是在地方
警察与贩毒集团的勾结下遭屠杀并被
毁尸灭迹。这起恐怖事件激起墨西哥
民众对警察系统的愤怒及质疑，培尼亚
由此面临巨大压力。

培尼亚27日在首都墨西哥城一次
政要集会上发表演讲，表示即将启动警
察系统改革，着重打击警匪勾结和有组
织犯罪。

培尼亚承诺将出台新法律以阻止
犯罪集团渗透地方政府；推动刑事制度
改革；简化警察架构，整合全国警察力
量；设置一个全国统一的报警电话号
码；提高政府采购项目和公共工程的透
明度等。

当前，墨西哥警察架构庞大复杂，
31个州以及自治市、首都均有各自的警
察力量，全国共有多达1800个警察单
位。按照培尼亚的设想，这些松散的警
察力量将被整合为32个警察单位。

路透社介绍，现阶段墨西哥警察待

遇较差，月薪仅为5000比索（约合370
美元），再加上训练不足，以至于腐败滋
生、警力较弱。更令民众愤怒的是，地
方警察常与贩毒集团勾结，甚至于拒绝
配合联邦或州层面的执法行动。

就在培尼亚宣布改革警察系统当
天，11具尸体被发现倾倒在格雷罗州奇
拉帕市一条路旁。墨西哥媒体报道，当
地曾发生过一场枪战，11人被处决并砍
头，尸身上有枪伤和灼伤。

培尼亚2012年 12月就任总统以
来，墨西哥谋杀率有所下降。然而今年
9月的43名学生失踪案震惊全国，令民
众对本届政府的信心大幅下滑。

调查显示，格雷罗州伊瓜拉市警
方接到市长何塞·路易斯·阿瓦尔卡的
命令后前往拦截这群学生，在冲突中
朝学生开枪，打死6人并将其余43人
交给当地贩毒集团。警方后来根据犯
罪嫌疑人指认找到大量遗骸，但不少
牙齿已经严重炭化，从中提取脱氧核
糖核酸（DNA）样本作身份鉴定的难度
非常大。

培尼亚27日说：“残忍和野蛮已经
震动了墨西哥……墨西哥不能继续这
样下去。伊瓜拉事件之后，墨西哥必须
变革。”

培尼亚即将启动的改革将着重针
对有组织犯罪最为肆虐的4个州，分别
是西南部地区的格雷罗州、米却肯州和
哈利斯科州以及东北部地区的塔毛利
帕斯州。

另外，培尼亚还将采取措施促进西
南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减小贫富差距，
作为打击当地犯罪的配合措施。

杨舒怡（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43名学生失踪案发酵

墨西哥总统誓言打击警匪勾结

11月27日，在墨西哥格雷罗州孙潘戈，伊瓜拉市失踪学生的亲属手持他们的照
片参加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寻找失踪学生下落。 新华社/路透

朝鲜中央通讯社28日报道，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指导了朝鲜人民军航
空与防空军女歼击机飞行员的飞行训
练，并亲自为她们拍照。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机场跑道了
解女飞行员的单独起降飞行训练计划
后，对其飞行训练进行指导。在她们圆
满完成任务后，金正恩表示祝贺。他
说，自己几个月前才指示培养女歼击机
飞行员，现在就看到了女飞行员英勇、
出色的表现，“非常满足和高兴”。

金正恩在会见中询问两名女飞行
员的出生地和父母工作，称父母如果看
到她们“成长为代表朝鲜女性的女性飞
行员”应该非常高兴。随后，金正恩亲
手为女飞行员拍照，要求将照片寄给她
们的父母，并“在全国好好宣传”。

徐超（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金正恩指导
女飞行员训练

金正恩与女飞行员合影。 新华社/朝中社

11月28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监狱，一些印
度渔民带着个人物品等候释放。

巴基斯坦官方28日说，巴方当天释放了36
名在押印度人。他们被送往旁遮普省首府拉合
尔，将于29日通过瓦格赫边境移交给印方。

新华社/路透

巴基斯坦释放36名印度人

据新华社巴格达11月27日电 （记者陈序
尚乐）伊拉克军队27日继续在伊东部和北部地区
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势力，夺回了东部13座
村庄的控制权，并打死至少19名武装分子。

伊拉克军队当天在什叶派民兵和库尔德武装
的配合下，继续在伊东部迪亚拉省希姆林湖区清
剿“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夺回了该地区13个村庄
的控制权，打死了至少7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摧毁了多辆载有重机枪和弹药的车辆，战败的武
装分子随后向希姆林湖周边的山区逃窜。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军队当天还突袭了距巴
格达东北约130公里的贾劳拉镇附近村庄一处藏
有武装分子的房屋，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极端
组织当地头目及其3名助手。

伊拉克军队
夺回东部13村控制权

据新华社明斯克11月27日电 （记者陈俊
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7日颁布命令，任命
安德烈·拉夫科夫少将为国防部长。

据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当天发布的消息，拉
夫科夫从2012年起至本次任命前担任白俄罗斯
武装力量西北战役司令部司令。

卢卡申科在解释本次任命时说：“拉夫科夫尽
管没有在中央部门工作的经历，但这一任命最主
要考虑是，要让白重要领导岗位的干部年轻化，选
拔年轻并更有前途的人。”

白俄总统
任命新国防部长

新华社维也纳11月 27日电 （记
者刘向）尽管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过去
几个月不断下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
佩克）部长级会议27日在维也纳决定，
将石油日产量保持在 3000 万桶水平
不变。

欧佩克秘书长巴德里在会后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想恐慌。
我们想看看市场如何行动，因为价格下
跌并不反映基本面的变化。”

本月初，巴德里曾表示，基本面因
素不支持油价大幅下跌，欧佩克关注油
价走势，但并不恐慌。

欧佩克官员当天在会上表示，国际
原油供应充足、美元走强和全球经济增
长疲软导致需求萎缩等因素促成油价
持续下跌。原油市场投机行为也是影
响油价走势的重要因素。

过去几个月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
已下跌近30％，本次欧佩克部长级会议

会否做出限产保价的决定受到空前关
注。 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和科
威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不赞成减产，认
为目前油价下跌还不构成危机，市场将
自我稳定。但是，委内瑞拉等因低油价
承受很大财政压力的国家则希望减产
保价。

专家认为，美国页岩油开采不断增
加，欧洲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减
少，已经挤压了欧佩克的市场份额。如

果欧佩克单方面减产，只能进一步丧失
市场份额。而且，油价保持低位可能令
美国页岩油项目由于生产成本高而丧
失竞争力，减缓页岩油开发速度，长期
看可以减轻对欧佩克的竞争压力，符合
欧佩克的利益。

欧佩克部长级会议27日在维也纳
欧佩克总部举行，为期一天的会议主要
讨论过去几个月不断下跌的油价走势
和2015年石油市场前景。

受欧佩克维持石油日产量不变的
影响，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当天伦
敦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17
美元，收于每桶 72.58 美元，跌幅达
6.65%。

欧佩克部长级会议每半年举行一
次。2011年欧佩克决定将石油日产量
保持在3000万桶水平，这个限额一直维
持至今。欧佩克目前原油产量约占世
界石油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

欧佩克维持石油日产量不变
受其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