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月5日 星期一A03 值班主任：岳嵬 主编：齐松梅 美编：庄和平综合海南新闻

■■■■■ ■■■■■ ■■■■■

本报讯 海航地产 2014 年以销
售 175 亿元的业绩，再度蝉联中国地
产 50强。该信息是由中国指数研究
院日前发布的《2014 年中国房地产
企业销售额百亿专题研究》报告中透
露的。

百亿房企销售数据统计是以2014
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销售的商品
房为统计口径，主要依据CREIS中指数
据在各地的销售监测数据、企业已发布
的业绩公告，并参考本年度总体经营情
况和推盘去化情况进行分析统计，由此
可见，上榜企业均需要强大的综合实力
与出色的销售业绩。

根据中指数研究报告显示，这一年，
共有80家房地产企业跻身百亿军团，较
2013年增加9家，销售总额共计2.8万亿
元，市场份额已近40%，与2013年相比
有较大提升，表明在房地产市场增速放
缓的背景下，行业集中度有了进一步的
提升。

海航地产 2009 年资产总额仅为
4.03亿元，经过5年发展实现年度销售
额突破 170 亿，资产总额超过 500 亿

元，短短5年资产总值超百倍的增长，
再次证明了海航地产综合实力在不断
上升。

海航地产快速发展的关键点是快
速从一个区域性公司成长为全国性地
产企业，从一个业务较单一的房地产商
发展成为综合性的房地产集团。目前
已在20余个城市落地了30余个项目，
打造出中国集系列、临空产业园系列、
特色产业小镇系列等土地开发产品，覆
盖了住宅、写字楼、综合体与酒店四大
类产品。

海航地产的标志项目“中国集”，是
集商贸、旅游、居住、产业为一体的城乡
现代服务综合体，根植于城乡结合部，
发端于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遍布于各
地。海航集团通过与各地政府展开全
面战略合作，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
乡一体化建设模式进行了大胆尝试和
实践。

作为近几年迅速崛起的房地产行业
新兴力量，海航地产凭借迅猛的发展态
势及独特的品牌定位、影响力获得市场
的广泛认可。 （鲍迅）

2014年中国房地产百亿销售榜发布

海航地产强势入围50强

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99、101号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海南亚希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与苏州二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信会贸易公司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海南

融商拍卖有限公司分别对涉案需变现财产：位于海口市海府路12号
亚希大厦1706号房产（产权证号：31617号，建筑面积：301.69m2）；
802号、812号房产（产权证号分别为：26632号、26633号，建筑面积
分别为：249.26m2、91.58m2），参考价分别为：125万元、85万元、33
万元进行公开拍卖，竞买保证分别为：30万元、20万元、8万元。现

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1月27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港奥申亚大厦九层海南润丰拍卖

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月26
日17：00时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1月23日17：00前到账为

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99号（1706房）、

第101号（802、812房）（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

各自承担。

润丰拍卖机构电话：0898-31650777 18608970155
传 真：0898-31651777
融商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51218 13519803787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66713990

拍卖公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1HN000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文联路13号明苑楼九套房产：
一、标的基本情况及挂牌信息
明苑楼共两幢，建成于1990年，混合结构五层，南北通透。

小区处于海口市中心繁华区域，周边有银行、学校、超市、公园，公
共服务配套设施完善，日常生活方便，特别是周边商业氛围浓厚，
临近博爱路购物一条街、和平城市广场、南亚广场、东门市场，居
住、出租两便，投资价值看好。

二、挂牌价格及网络报价时间见下表：

三、竞买保证金：每套房10万元。
四、公告期：2015年1月5日至2015年2月2日。项目详情及

报名竞价有关要求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
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
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市龙昆南路凤凰新华文化广场五楼海南产

权交易所 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1月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标的名称

第一幢B座

第二幢D座

第二幢F座301房

301房

401房

501房

101房

201房

301房

401房

501房

房产证号

海房字第HK422678号

海房字第HK422682号

海房字第HK422680号

海房字第HK422674号

海房字第HK422677号

海房字第HK422676号

海房字第HK422675号

海房字第HK422673号

房字第10451号

证载面积(m2)

125.94

125.94

125.94

126.77

135.41

135.41

135.41

135.41

102.67

挂牌价格（元）

401854

396276

390698

378981

438665

444840

438665

432490

332836

网络竞价时间
2月3日

上午9：00

上午9：30

上午10：00

上午10：30

上午11：00

上午11：30

下午2：30

下午3：00

下午3：3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挂牌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国
土环境资源局决定将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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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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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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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 2015年 1月 12日至 2015年 2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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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
该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五、申请人可于2015年1月12日至2015年2月2日到海南省文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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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月 2日 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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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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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定于 2015年 1月 26日 8时
00分至 2015年 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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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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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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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成交结果。

（二）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
国土环境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定及
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但最迟缴纳土地出让金时间不得超过 1年；并同时
签订土地动工开发协议书，按挂牌起始价总额的 20%缴交土地动工开
发保证金，须在60天内一次性缴完开发保证金1577万元。不按出让合
同约定动工建设，开发保证金不予退还，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动工建
设，且在1年内动工建设工程达到正负零时给予退还。

（三）根据《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本次出让
宗地属房地产项目建设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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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内动工建设，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
设。

（四）本次出让宗地涉及文昌市文新化纤厂职工安置，按现状条件出
让（具备动工开发基本条件），竞买人应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申请参加竞
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

（五）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人：林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65303602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土告字【2015】1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3）-26号

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文航
路东北侧地段

面 积
（m2）

37826.82

使用年限

70年

用地性质

城镇住宅用地

规划指标

1.0<容积率≤2.0建筑密度
≤20%绿化率≥35%

建筑限高

≤15层

起始价
（人民币万元）

7886.892

竞买保证金
(人民币万元)

6310

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月5日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梁振君）
近日发生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给全国
各地都敲响了警钟。为深刻汲取事故
教训，扎实做好我省安全生产和安全
管理工作，省安委会要求各市县、各部
门对公开举办的各类大型集会、文体
和商业促销等活动，须严格控制活动
人数，严格执行审批报备制度，加强安
全风险预测和评估，完善应急预案和
安全保障措施，建立落实安全责任，切
实防范拥挤、踩踏、跌落等群死群伤事
故发生。

“各市县、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大型
群众性活动社会影响面广、聚集程度
高、各种突发性和偶然性因素多等特
点，切实做好大型节庆和群众聚集娱乐

活动安全管理，杜绝群死群伤事故。”省
安委会副主任、省安监局局长郑柏安
说，此外，要加大隐患排查力度，防范各
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省安委会要求，针对当前海南进
入旅游旺季的特点，要建立健全景区
景点流量控制机制，及时发布流量信
息，引导游客合理出行，提升应急指挥
能力。加大对车站、港口码头、机场等
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监管，严禁乘客
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乘坐
交通工具，切实加强春运组织和安全
管理。

省安委会要求，把商场、市场、学
校、医院、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人员
密集场所，以及“三合一”、“多合一”场

所和大型高层建筑、城中村、家庭旅
馆、网吧、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作为消防
重点检查对象，对存在火灾隐患和消
防安全违法行为的责令整改，对存在
重大隐患的企业和区域实行政府挂牌
督办。

对因措施不力、监管不到位、玩忽
职守、失职渎职而导致事故发生的，省
委、省政府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领导和
责任人的责任。

另悉，2014年，我省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平稳，但形势依然严峻。截至去
年 11 月，全省当年共发生各类事故
3184起，死亡576人，受伤2632人，同
比分别上升 5.92%、10.13%、1.08%。
特别是较大事故发生16起，同比增加

8起，死亡人数同比增加34人。较大
事故中，道路交通事故14起，死亡53

人，受伤58人，占全省较大事故起数的
87.5%。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敲响警钟，我省要求引以为戒——

大型集会活动 严格审批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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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4日讯 （记者杜颖
通讯员刘瑾）“这很有可能是秀英炮台
大门的门匾，这块匾或可以从物证上佐
证秀英炮台的遗址所在地。”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郝思德今天这样告诉
记者。2014年12月31日，省文物局接
到群众反映，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海
口秀英炮台附近，有施工单位在铺设排
水管道时无意中挖掘出了一块石匾。这
块记载着秀英炮台百年历史的石匾，在
沉睡于地下多年后竟意外“重见天日”。

今天下午，省市文物主管部门负责
人来到现场查勘并表示，该匾不仅具有
重要历史文物价值，也是海南人民抵抗
侵略历程的重要见证，今起将对石匾进
行进一步鉴定，查明其具体的“身份”。

上午，记者来到秀英炮台，在炮台南
边弹药库的顶端见到了这块布满泥土的

“清代石匾”。石匾长约3.4米、宽约0.5
米，匾的正中间从右向左写着“秀英炮
台”（繁体）四字。在这四字的右边竖行
刻着“大清光绪十七年”，左边雕刻“二品
衔雷琼兵备道统领琼军朱采督”等字样，

周围群众说，石匾是炮台附近房地产开
发商搞建设时挖出来的。

关于炮台构筑的这一段历史，据史
料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为
抵御法军入侵，命令各军严防沿海各口
岸。两广总督张之洞临琼视察海口形势
后，下令建造秀英炮台。秀英炮台修筑
历时4年之久，耗资白银20余万两，挖运
土方5万立方米，是海南岛第一炮台。

郝思德下午对石匾进行初步分析后
介绍：“以前秀英炮台只有营房、指挥所、
弹药库，唯一缺少了带有明文的物证，门
匾首次出现了‘秀英炮台’字样，从物证上
证明这里是秀英炮台遗址所在地。”郝思
德说，经初步分析，门匾所在地有可能就
是秀英炮台大门所在地，当时的军马应该
是从这里进去，门匾的历史价值因此非常
重要。

房地产开发商施工挖出清代宝贝 很可能是秀英炮台大门门匾

百年石匾 重见天日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李
关平 通讯员钟坚）记者今天从省
公安消防总队获悉，新年假期三天
内，全省各级公安消防部门共检查
单位137家，发现火灾隐患92处，
整改火灾隐患84处，临时查封4
家，拘留1人。

据介绍，节日期间，海南各级
公安消防部门采取超常措施，突
出以对景区、景点、宾馆饭店等人
员密集场所、娱乐场所为重点，实
行实名制排查制度，开展“拉网
式”消防大排查，及时消除了一批
火灾隐患。

4家火患单位被查封
相关
新闻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云
慧明）记者日前从省教育厅获悉，截至目前，我省已
建设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1462所，占义务教育学校
总数的49.8%。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
建设，将其作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在布局调整的基础上，对照2010年出台的《海南
省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标准》，大力实施了中小
学校舍安全工程、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工程、农村初
中校舍改造工程、中小学厕所工程、农村中小学生
饮水工程和教育信息化工程等六项工程，引导各
市县将教育经费重点投向义务教育，向贫困地区、
民族地区、薄弱学校倾斜，从而抬高底部、缩小差
距，大大缩小了义务教育城乡差距。2011年至
2013年，全省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分别为99亿元、
109 亿元、119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1.5%、
10.1%、9.1%。

我省建成1462所
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沈
玉华 崔善红）记者今天从海口市龙华区法院获悉，
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一副总经理符某某利
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工程承建方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工程承建方送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72.5万元，法
院近日以受贿罪判处符某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
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

符某某，现年 42 岁，海南万宁人，1997年 4
月至2004年 10月任海口市交通局办公室科员，
2004年10月至2005年3月任海口市交通局规划
建设科科员，2005年3月至2007年9月任海口市
交通局规划建设科科长，2007 年 9月至 2011 年
11月任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规划建设
处处长，2011年 11月至 2014年 4月任海口市公
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此期间，符某
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在一些建设项目的规
划、设计、质量监管、竣工验收、工程款拨付等方
面给予工程承建方陈某林、朱某许等16人关照、
支持和帮助，为其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共计
人民币72.5万元。其中，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
因吴某某局长出事，符某某将收受请托人王某
善的好处费人民币 2万元退还给王某善。2013
年 11 月 27 日，因请托人朱某许出事，符某某将
收受朱某许的好处费人民币 6万元交到海口市
纪委廉政账户。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符某某的行为已构成
受贿罪，应予惩处。

非法收受工程承建方好处费72.5万元

海口公交集团
原副总获刑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