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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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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投标人资格
本次招标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投标。属境外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
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
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
明及其它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
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
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
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价、
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投标咨询及投标申请
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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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
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投标申请时间：2015年03月28
日08:00至2015年04月27日12:00

五、投标保证金
申请人在提交投标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交后，中标人的投标
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5

年04月27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投（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5年04月29日08:30至08:50
开标时间：2015年04月29日09:00
投（开）标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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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投标申请。
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
3、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30-17:00）受理投

标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
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5、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先生 古小姐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03月28日

宗地号

2015-08号

土地位置

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平方米）

66605

土地用途

住宅

容积率

1.0<容积率≤1.7
建筑密度（%）

≤30
绿化率（%）

≥35
建筑限高（米）

100

出让年限

70

保证金（万元）

10001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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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投标人资格
本次招标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投标。属境外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
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
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
明及其它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
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
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
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价、
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投标咨询及投标申请
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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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
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投标申请时间：2015年03月28
日08:00至2015年04月27日12:00

五、投标保证金
申请人在提交投标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交后，中标人的投标
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5

年04月27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投（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5年04月29日09:30至09:50
开标时间：2015年04月29日10:00
投（开）标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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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投标申请。
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
3、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30-17:00）受理投

标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
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5、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先生 古小姐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03月28日

宗地号

2015-11号

土地位置

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平方米）

58675

土地用途

住宅

容积率

1.0<容积率≤1.9
建筑密度（%）

≤30
绿化率（%）

≥35
建筑限高（米）

100

出让年限

70

保证金（万元）

9157

博元投资或成“重大违法退市第一股”

困扰A股“不死神话”走向终结
因涉嫌违规披露、不

披露重要信息罪被移送
司法机关，上市近 25 年
的博元投资迎来了其在
沪市的“倒计时”。

多年来，由于上市渠
道不畅，不少公司连年亏
损却仍以价值不菲的“壳”
受到市场关注。形形色
色的重组游戏造就了大
批“不死鸟”，更制造了一
个又一个“暴富神话”。
这也使得股市本应拥有
的资源配置和市场化定
价功能被无情扭曲。A股
首现因“重大违法退市”，
也意味着伴随制度体系的
不断成熟和完善，困扰市
场多年的“不死神话”正在
走向终结。

3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接到中
国证监会通知，称博元投资因涉嫌违规
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伪造、变造金
融票证罪，已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同日上交所宣布，因触发2014年
11月16日起施行的新《股票上市规则》
中关于“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强制退市”的
相关条款，将自3月31日起依法对博元
投资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这意味着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后，沪

深两市将迎来“重大违法退市第一股”。
根据相关规定，博元投资股票将进

入上交所风险警示板交易，并继续交易
30个交易日，之后将被依法暂停上市。
公司如未能在中国证监会作出移送公安
机关决定之日起的12个月内恢复上市，
或者在此期间被人民法院作出生效有罪
判决，其股票将被上交所终止上市。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重大信
息披露违法退市”机制中设置退市风险
警示环节，主要是考虑到上市公司因该
等重大违法情形暂停上市，具有偶发性
和突发性等特征，事先难以预见，因而需
要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提供必要
的缓冲和准备。

这位负责人提醒投资者，博元投资股

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因重大事项
停牌（不超过5个交易日）不计入30个交易
日内，因此其最后交易日具有不确定性。
此外，通过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买入风险
警示股票的数据有一定限制，参与博元投
资股票交易的投资者对此需有明确了解。

从去年12月1日创下12.16元的阶
段高点，到同月22日以7.52元收盘并停
牌，短短十多个交易日博元投资股票下
挫近四成。

触发退市新规 博元投资步入“倒计时”

与上交所同龄的博元投资，堪称中
国股市“不死神话”的一个标本。

博元投资脱胎于1990年 12月 19
日上市的“老八股”凤凰化工。近25年
来，它历经数次重组，先后以浙江凤凰、
华源制药、＊ST华药、＊ST源药、S＊
ST源药、NST源药、ST源药、ST方源和
ST博元的名称存活于A股。

即使退市风险逼近，博元投资依然
在重组之路上挣扎。3月20日，公司披
露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

上交所方面表示，相关规则未对公
司在退市程序中进行重组事项作出禁止
性规定，但相关退市机制的启动和实施

不受上市公司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进程的影响。

伴随退市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一状
况正在逐步改变。去年6月，＊ST长油
以“央企退市第一股”的身份谢幕，今年
年初＊ST二重也开始谋求通过要约收

购试水主动退市。加上博元投资，上交
所去年以来已有3家上市公司先后进入
退市程序。

退市制度改革的“市场化、法治化、
常态化”，意味着困扰股市多年的“不死
神话”正在走向终结。这有利于市场机
制作用的发挥，更有利于有效遏制和威
慑重大违法行为，维护市场公平公正。

退市渐成常态 “不死神话”标本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在退市渐成常态的
同时，股票发行制度改革也在加速推
进。

本月初，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表
示，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论证股票发行
注册制改革方案，待证券法修订完成
后，注册制即可落地。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股市正试图通过核心制度改革的

同步推进，恢复其“失灵”已久的新陈代
谢功能。

不过，改革股票发行和退市制度，
显然只是A股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在宣布对博元投资启动退市程序

的同时，上交所方面提醒投资者，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
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
定》，投资者可以自己受到虚假陈述侵
害为由，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
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博元

投资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然而，从以往的实践来看，面对层

出不穷的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或欺诈上
市，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维权之
路并不顺畅。这也意味着，中国股市要
真正实现公平前提下的优胜劣汰，尚需
多领域改革协力推进为其提供有力护
航。 （来源：新华网）

制度改革推进 优胜劣汰需护航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专电（记者
岳瑞芳）随着匡时迎春拍和嘉德四季第
41期暨十周年庆典拍卖会相继启动预
展，北京春拍季本周末正式拉开帷幕。

29日，嘉德四季第41期拍卖会在
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开始拍前预
展，此次拍卖适逢嘉德四季十周年庆
典，经数月征集，共呈献中国书画、瓷
器玉器工艺品、古籍善本等近5000件

文物艺术品。
其中，中国书画部分首开夜场拍

卖，共有近2300件拍品上拍。作为嘉德
四季努力打造以体现近现代书画高标
的书画专场，“名家墨缘”夜场此次遴选
了47件作品，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
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林风眠等艺术
大师的作品均有选拍。

与嘉德四季几乎同一时期，北京

匡时 2015 年迎春拍卖会也在附近的
北京好苑建国酒店拉开帷幕，拍卖会
共推出“近现代书画精品”“百年遗
墨”“扇画小品”等 8大专场、1700 余
件书画作品，3月 28日至 29日预展，
30 日至 31 日拍卖。其中，“百年遗
墨”专场汇聚百年风云人物的书法、信
札等珍稀墨迹，其中不乏学界耆宿及
文苑雅士等的精彩作品。

北京春拍季拉开帷幕
嘉德匡时率先举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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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旧金山3月26日电 美国社交网站脸
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26日说，脸书正在
试飞一种太阳能无人驾驶飞机，意在为偏远地区
提供互联网连接。

扎克伯格在自己的脸书账户上说：“这类（无
人驾驶）飞机将有益全世界，因为它们能以低廉成
本连接全世界，服务生活在偏远地区、缺乏互联网
基础设施的全球10％人口。”

脸书的无人机项目名为“天鹰”，得名于古代
罗马神话中的神鹰。神鹰能把主神朱庇特掌管的
雷霆和闪电带上天际。

“天鹰”原型机在英国首次试飞，以测试空气
动力学性能为目的。脸书首席技术官迈克·施罗
普弗26日没有提供细节，只粗略描述说，这架无
人机的翼展超过波音737客机，重量相当于一辆
小型轿车，飞行高度在1.83万米和2.74万米之
间，以太阳能为动力来源，可以持续飞行“几个
月”，向地面中继高速互联网连接。

施罗普弗承诺，今年年内会发布更多“天鹰”
项目信息。

脸书之所以能够投入无人机项目，得益于去
年并购英国无人机制造商阿森塔公司。

在这方面做出尝试的网络企业不止脸书一
家，搜索引擎企业谷歌正尝试借助高空气球向偏
远地区中继互联网连接，网络购物企业亚马逊则
在探索利用小型无人机投递商品的可能性，同时
拓展云计算数据存储业务。

一些美国技术界和经济界人士认为，这类“新
颖”项目投入运营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项目在
目标市场即发展中国家的赢利能力难以判断。

脸书试飞太阳能无人机

你知道学什么专业的人挣钱最多吗？金融？
英国Approved Index公司一项调查显示，世
界100位最富有的人中，学工程学的人数量最多，
占比超过五分之一，这些人的平均资产合人民币
高达1599亿元。

排位第二的是商学。这100人里，9％在大学
里主修艺术，8％学经济，还有3％学金融。当然，
毕业学校对收入也有很大影响。

萨顿基金会研究称，伦敦商学院毕业生的薪
水通常最令人羡慕，剑桥大学毕业的起薪为7600
英镑（约合7万元人民币）。其实，不是名校毕业
或者学的专业不对也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Approved Index的调查显示，世界最富有
的一百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连大学都没上完。
比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脸书”创始人马克·
扎克伯格等。

荆晶（新华社微特稿）

学什么挣钱多？
工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