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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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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土告字〔201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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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方式出让2015-26号宗地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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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要求

二、本次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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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属境外自然人、法
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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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
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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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区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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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法人、个人及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
价、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竞买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
人须于2015年05月28日至2015年06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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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手册。

五、申请人可于2015年05月28日至2015年06月24日到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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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
止时间为2015年06月24日12:00（北京时间）。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在2015年
06月24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公开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竞

买申请。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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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挂牌报价的时间：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06月17日09:00（北
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06月26日15:00（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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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用地规划条件详见陵水黎族自治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文件；2、土地竞得者取得用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
照规划要求使用土地，严格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否则
将由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报请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批准无
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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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
号：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
支行；银行帐号：2201026409026429803；（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21-840001040018030；（五）陵水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帐号：1007019400000145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05月28日

宗地号

2015-26号

土地位置

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
(平方米)
174707

土地用途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教育科研设计用地）
容积率

容积率≤0.7
建筑密度
≤35%

绿化率
≥35%

建筑限高（米）
≤30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
年限
50

投资总额
(万元)

≥54184.99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5514

起始价
（元/平方米）

1125

新华社广州5月27日电（记者詹
奕嘉）27日，东莞市太子酒店有限公司
董事长梁耀辉等47人因涉嫌组织卖淫、
协助组织卖淫、帮助毁灭证据，在广东
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

东莞市太子酒店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太子酒店桑拿中心成立于
1998年，由太子酒店经营管理。

据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从2004
年开始，太子酒店桑拿中心逐步发展成
为提供卖淫活动的场所。经司法审计，
太子酒店桑拿中心仅2013年的非法收

入就高达48699986.7元人民币。
2014年2月，太子酒店桑拿中心组织

卖淫活动被媒体曝光，东莞市公安局对太
子酒店桑拿中心等涉黄娱乐场所进行了查
处，并在全市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公诉人称，犯罪嫌疑人罗浩稳等将

卖淫的资料、单据和台账等进行毁灭，
另一些财务资料在转运藏匿后被公安
机关查获。

公诉机关以组织卖淫罪追究梁耀
辉等29人的刑事责任，以协助组织卖淫
罪追究黄平就等16人的刑事责任，以帮

助毁灭证据罪追究罗浩稳、陈桦的刑事
责任，提起公诉。

法庭上，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共
有43人当庭认罪，梁耀辉没有认罪。

因涉案人数较多，案件审理还将持
续一段时间。

东莞太子酒店组织卖淫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陈菲）记者

27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国务院河南省平
顶山市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特大火灾事故
调查组成立，最高检派员介入国务院事故调查
组开展调查工作。目前，最高检和河南省、平
顶山市及鲁山县检察院等四级检察机关已组
成检察调查专案组，将依法严查火灾事故所涉
渎职等职务犯罪。

5月25日，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康乐园老年
公寓发生火灾，造成38人死亡、6人受伤。事发
后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有关负责人带领重大责
任事故调查办公室同志及时赶赴鲁山县，与河南
省三级检察机关一起勘查事故现场，及时掌握情
况，分析研究检察机关介入事故调查的方案和措
施，依法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并协助政府部门做好
事故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
关将密切与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协调配合，以事故
涉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等犯罪为重点，严肃查处事故所涉渎职等
职务犯罪案件，维护法律尊严，为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发挥好职能作用。

最高检介入事故调查

据新华社郑州5月27日电（记者付昊苏）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副县长田汉霖在27日
下午召开的新闻通气会通报称，鲁山县养老院
火灾事故的伤员救治工作和其他善后工作正在
进行中。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完成对34家死者
家属的血样采集工作，以尽快确定遇难人员身
份，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补偿标准和办法，处
置善后事宜。

河南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在新闻通气会上介
绍称，国务院5·25事故调查组已经开始工作，更
多信息会稍后公布。

27日，记者探访了鲁山县多家医院、养老
院。鲁山县人民医院康乐养老院院长肖丙银告诉
记者，民政局的工作组刚刚来过，进行了实地检
查，对安全生产进行了部署。

记者在鲁山县爱心医院看到，该医院的外
科、内科病房包括院长办公室都是“铁皮泡沫
房”，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院长叶其昌说，事
故发生后他也很紧张，准备将作为病房使用的
这些简易房全部拆掉，将病人转移到砖混结构
的病房中。

34家死者家属
血样采集工作完成
相关部门正研究补偿标准和办法

一年组织卖淫超10万人次 牟利4870万元
——广东东莞太子酒店组织卖淫案追踪

27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东莞太子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耀辉等47人组织卖淫、协
助组织卖淫、帮助毁灭证据一案。被指控的47人中，除梁耀辉等4人，其余43人均当庭认罪。

随着该案的审理，一个隐蔽在五星级酒店招牌下的卖淫链条浮出水面。

2014年2月9日，包括太子酒店在
内的多家东莞酒店卖淫活动被媒体曝
光。此后，梁耀辉一边叫下属自首顶罪，
一边安排人毁灭证据。

王建龙在庭上称，媒体曝光当天，他
马上打电话给总办和梁耀辉。梁耀辉后
来找过他，让先别营业了，并让他带人去
自首。带什么人是梁指定的，主要是被
媒体曝光的三个人。“我通知了他们，结
果还没去自首，公安就来了”。

在安排下属自首之余，梁耀辉当即还
通知酒店财务部负责人丁振和奥威斯公司
（太子酒店股东，控制人也为梁耀辉）拓展
部副总监黄平就二人将涉及桑拿中心的文
件、单据进行清理并安排转移。

起诉书称，当日下午，丁振将装有单
据的货车交给梁耀辉和黄平就，并安排酒
店财务部收银主任、财务部电脑员把桑拿
中心电脑里的相关资料删除。随后，又安
排人到桑拿中心将服务台、钟房两台电脑
内技师接客数量、开房登记资料删除，在收
银的两台电脑上删除了包含桑拿部收支信
息的收银系统和应收账系统，还删除了太
子酒店演艺馆各项营业数据。

2014年2月10日，梁耀辉到太子酒
店人力资源部，要求将有关桑拿中心的
资料全部清理并转移。这些资料包括技
师入职表、消费季卡、技师照片、技师体
检表等，均被运至位于广东肇庆市的奥
威斯酒店藏匿。

同月11日，黄平就指使太子酒店车
队副队长罗浩稳将停放在桑拿中心后
面、内装有桑拿中心资料的货车，开至东
莞市黄江镇江海大道与创业一路交会处
附近的空地，将上述资料烧毁。2月中
旬，再安排罗等人将停放在酒店旧财务
部门口的货车及车上的财物资料运走，
移到东莞市黄江镇宝山一工厂内藏匿。
3月20日，太子酒店采购部梁瑞葵安排
罗浩稳将其转移，罗浩稳遂将该批资料
运送至其姐姐罗梅娣家中。

2014年4月14日，因涉嫌组织卖淫
罪，东莞市公安局对其依法刑事拘留。
8月21日，公安机关在罗梅娣家中将其

“精心”藏匿的证据材料查获。

梁耀辉企图“撇干净”：叫下属“顶包” 毁灭证据

东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显示，从
2004年开始，太子酒店桑拿中心逐步成
为一个大规模提供卖淫活动的场所，组织
未成年人在内的100余名桑拿技师卖淫，
以吸引客人到桑拿中心消费，从中赚取利
润。2004年到2006年期间，梁耀辉安排
员工对桑拿中心桑拿房改建装修，配置特
殊镀膜玻璃等物品，以方便卖淫活动。

根据调查，太子酒店对桑拿技师的选

聘和对嫖客招嫖都有着一套标准化的作业
流程。当天第一个出庭、曾负责技师招聘
的桑拿中心负责人王建龙在庭上说，2012
年开始参与招嫖技师，招聘流程为核对材
料、填表、面试、培训、办理入职手续等。

为了招揽生意，桑拿中心也有一套
标准化流程。调查显示，桑拿中心设经
理、副经理、客户副经理、客户主任、楼层
部长、钟房部长等职位。调查显示，桑拿

中心的收入包括桑拿房费、向桑拿技师出
售的物品费用，以及每月收取桑拿技师的
福利费、税金、管理费、体检费、买钟费、罚
款等各项费用，由太子酒店财务部出纳到
桑拿中心统一收取，存入太子酒店银行账
户或存于保险柜用于日常支出。

经司法审计，2013年，太子酒店桑
拿中心的非法收入高达4870万元，全年
组织卖淫人次多达101871次。

对技师选聘和嫖客招嫖都有一套标准化的作业流程

梁耀辉曾是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太子酒店涉黄被曝光后，梁耀辉
缺席了去年的全国两会，两个月后，其全国
人大代表资格被依法终止。梁耀辉等人的
案件只是东莞系列涉黄案件的一宗。在今
年东莞市人代会上，东莞市中院工作报告
显示，去年东莞共审查逮捕“涉黄”案件
458件917人，起诉252件673人。

不止涉黄的娱乐场所经营者等被依
法查处，记者采访了解到，包括东莞市原
副市长、公安局长在内的30名官员已被
问责，还有36名民警因充当“保护伞”被
立案查处和问责处理。

去年，东莞市公安局还出台了被称
为“史上最严扫黄十条规定”，对娱乐场
所做了事无巨细的限定，如沐足、美容

美体房间不得放置按摩床；房间内不得
安装门锁、插销等阻碍他人自由进出的
装置；包厢内不得安装可调节亮度的照
明灯等。

即便在如此重拳扫黄之下，警方发现
仍有一些娱乐场所“顶风作案”。

今年2月，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表
示，经过一年多的专项打击整治，东莞娱
乐场所的涉黄问题已得到较为彻底整治。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院长肖滨认为，
东莞并非孤例，要根除“黄祸”，既要对娱
乐场所进行常态化监管，确保不反弹、不
回潮，还应加大对“保护伞”的查处力度，
从而从源头上加以遏制。

记者詹奕嘉、叶前
（据新华社广州5月27日电）

重典之下能否根除“黄祸”？

河南鲁山老年公寓火灾追踪

43人当庭认罪 梁耀辉没有认罪

2 3

图
为
庭
审
现
场
（
视
频
截
图
）
。

新
华
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