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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2014年11月13日东方市人民政府专题协调会议纪要(第

7期)《研究解决市商业（集团）总公司等6家国有企业办理国有土地
使用证问题》的要求，我局拟将位于八所镇东方大道北侧土地面积
为5885.2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到东方市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名下，土地用途为商住混合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
四至为：东至吴林声、张华康、张华春、吉阳发、黄华六、卢焕童、道
路，南至东方市水务局，西至符桂春、文祖其，北至朱贵发、林土金、
文昌兴，坐标为：J1（X114585.174、Y20079.000），J2（X114582.528、
Y20077.675），J3（X114594.037、Y20043.251），J4（X114596.634、
Y20044.436），J5（X114596.448、Y20044.849），J6（X114602.920、
Y20048.017），J7（X114607.850、Y20051.551），J8（X114620.219、
Y20059.122），J9（X114620.317、Y20058.956），J10（X114621.497、
Y20059.566），J11（X114631.742、Y20076.684），J12（X114642.343、
Y20095.306），J13（X114662.053、Y20129.267），J14（X114669.400、
Y20142.647）J15（X114670.023、Y20143.411），J16（X114649.716、
Y20160.454），J17（X114649.564、Y20160.256），J18（X114647.493、
Y20161.848）, J19（X114628.706、Y20177.466），J20（X114621.562、
Y20164.300），J21（X114617.134、Y20155.814），J22（X114613.253、
Y20148.650），J23（X114600.319、Y20124.696），J24（X114590.420、
Y20106.778），J25（X114571.207、Y20113.409），J26（X114571.249、
Y20114.311），J27（X114557.703、Y20115.421），J28（X114551.419、
Y20114.629），J29（X114553.166、Y20108.152），J30（X114560.620、
Y20110.270），J31（X114563.309、Y20110.091），J32（X114565.042、
Y20108.064），J33（X114570.219、Y20108.795），J34（X114570.302、
Y20108.613），J35（X114582.636、Y20103.841），J36（X114587.031、
Y20100.670）,J37（X114595.746、Y20094.424）。凡对该宗地权属有
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送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6月17日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澄土环资告字〔2015〕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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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编号

27010-201495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
二环路1.86公里处南侧

面积（公顷）

0.6696

使用年限

70年

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容积率

>1.0且≤2.5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5%
起始价(万元)

1105

保证金(万元)

665

备注
城镇住宅用地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
地不低于住宅用地供应面积的70%。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
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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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5
年7月3日-2015年7月24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五楼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
查询和购买《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
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
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
2015年7月17日 上午11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7
月27日 上午11时整（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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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

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
价。五、其他事项：（一）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
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
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高于出让价
款6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二）受让人取得
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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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交价款
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
牌佣金按有关规定收取。（四）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联系人：王先生、张先生；电话：0898-67629052、65303602
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6月27日

公 告
为保障桥梁安全，根据桥梁检测的需要，将于2015年7月

1日至7月22日0时00分至6时00分对滨海立交桥进行荷载
试验，届时将对滨海立交桥部分路段进行交通管制。途经该
路段车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场交通警察的指示绕行，不便
之处，尽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5年6月27日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名称：海口市桂林洋特色风情小镇改造建设项

目，已由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海发改投资函[2014]1140
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南省桂林洋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建设
资金来自省级政府投资，现对该项目的设计进行公开招标。该

项目位于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发区，设计费为1714500.00元，计划工
期30日历天。本次设计标招标要求投标单位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资质和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程、
道路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拟派项目设计负责人要求为本单位注册
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请于 2015年 6月 29日起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
信息网（www.hkcein.com）。联系方式：王工1550178200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和《海南省农村信用社集中采购管理办法》等规定，东方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示范、广坝农场二个网点
装修工程项目施工单位。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单位：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二、招标项目名称。示范路分社、广坝农场信用社二个网点装修

工程项目。
三、招标文件编号：东农信发[2015]58号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装修单位营业执照必须是在海南省工商部

门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装修单位，且具有国家建设部门核发的
装修工程专业二级以上（含二级）资质；安防、消防工程施工须具有海
南省公安厅及消防部门核发的资质证书；无商业贿赂、涉税、信用等不
良记录；在信用社网点装修过程中，工程质量优良的单位予以优先考
虑；开标前两天投标单位必须将投标保证金100万元转到招标单位指
定账户，否则视为废标。未中标者第二天给予退还，中标者 100万元
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后 3个工作日内先退还 50万元，剩余的 50万元待
工程进度达到50%后给予退还。本次招标不接受分包、转包等。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 6月 26日
至 7月 3日前到东方市农信社（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 47号）三楼办公
室报名，在报名时，投标人应提交法人授权书、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代表身份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装
修工程专业资质证书、海南省公安厅安防资质证书以及招标人要求的
资质证明等所有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查后退还，复印件应加
盖单位公章），招标人经初步资格审查合格后才向其发放招标文件。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海南省农村信用联合社
(www.hainanbank.com.cn)网站及海南日报发布。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纪女士 电话：13907590703；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25531819/18876059099。

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5年6月26日

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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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
准，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
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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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5
年7月3日—2015年7月24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五楼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

查询和购买《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
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
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
2015年7月17日 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
7月27日 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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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
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
价。五、其他事项:（一）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
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
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高于出让
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二）受让人取
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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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交价
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
挂牌佣金按有关规定收取。（四）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联系人：王先生、张先生；http://www.ggzy.hi.gov.cn、http://
www.hnlmmarket.com/ 电话：0898-67629052、65303602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6月27日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土环资告字〔2015〕40号

地块
编号

27010-
2014112

位置

海南老城经
济开发区南
二环路0.34
公里处南侧

面积
（公顷）

0.9328

使用
年限

70年

用途

城镇
住宅
用地

容积率

＞1.0 且
≤2.5

建筑
密度

≤25%

绿化率

≥35%

起始价
(万元)

1512

保证金
(万元)

910

备注

城镇住宅用地中小
套型普通商品住房
用地不低于住宅用
地供应面积的70%。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征询土地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5]480号
海口市美兰区白龙街道流水坡村经济社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向我局申请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申请确权的宗地位于美兰区滨江
西路西侧，土地面积4844.65平方米，四至为：东至滨江西路：南至海
南积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至海南工人疗养房地产开发中心；北
至滨江西路。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请自登报之日起15天内以书面形
式向我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确权。特此通告。

联系人：黎先生 电话：65360879
联系地址：海口市振兴路8号美兰区政府办公楼12层1205室。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6月26日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为进
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促进民营银行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办
公厅日前转发银监会《关于促进民营银
行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民营银
行已步入常态化发展阶段。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民营
银行发展的部署和要求，提升银行业对
内开放水平，有关部门积极推动民营银
行试点工作，不断完善监管配套措施，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5家首批试
点民营银行均已获准开业，相关监管配
套措施正同步推进。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姜
琳）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26日在国
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即

日起，银监会将正式受理符合条件的民
营企业开设银行的申请。为提高申请
效率，银监会将推行限时审批制度，建
立民营银行限时审批管理台账，自受理
之日起4个月内做出批准和不批准的
决定，比现有法定时限缩短了2个月。

据尚福林介绍，目前已有40多家民
营银行向银监会提出设立申请，但到目
前为止基本还是意向表达，没有进入实
质性环节，原因就是《关于促进民营银行
发展的指导意见》还没有出来，没有明确
需要哪些条件，要哪些审批程序。26日
《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后，银监会将根据
相关规定，积极推进审批工作。

尚福林表示，民营银行将实施属地
监管，其筹建申请受理权和获准开业审

批权将下放至地方银监局，但其他环节
仍然由银监会把关。

尚福林表示，为提高民营银行申设
的便利性，下一步，银监会将组织各省市
银监局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一是申请
设立前的辅导工作，帮助相关市场主体
开展可行性研究，主要看申设民营企业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如果有缺陷和不足，
各地将予以及时指导和辅导。二是帮
助做好可行性论证，提高申设质量和效
率，就拟设民营银行的可行性、合法性和
完善性进行讨论，及时反馈修正意见，方
便申请人修改完善计划。三是与地方
相关部门共同为新设银行创造良好环
境，商议促进民营银行健康发展的综合
意见等。

银监会正式受理民营银行开设申请
自受理之日起4个月内做出批准和不批准的决定，目前有40多家提出申请

6月26日，股民在沈阳一证券营业部里关注
股市行情。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陈平）尽管近期
利好不断，沪市昨天也出现了162.37点，3.46%的
暴跌，但市场跌势依然不罢休，而且愈演愈烈。

顺着昨天的暴跌，沪综指当天大幅低开
2.82%，跌127.85点，直接跌破4400点后，稍为反
弹便一路向下杀跌，早盘临收盘前再破4300点，
午后更是一鼓作气再破4200点，一天中连破三
关，低见 4139.53 点，终盘收于 4192.87 点，跌
334.94点，跌幅7.40%；被称为“神创板”的创业
板走势更弱，几乎杀到跌停，终盘暴跌8.91%，收
于2920.70点；而沪深300指数股指期货更是出
现没有过的10%跌停。两市上涨个股仅有60
家，而下跌个股多达2390家，跌停个股达到悚目
惊心的1996家，涨停只有寥寥的36家，且多为
近期发行上市或重组复牌个股。如此不顾一切，
只求套现的崩盘式走势，说明市场信心已处于极
度恐慌中。

对于今天市场的走势，在盘后举行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这是
市场前期过快上涨的自然调整，是市场自行运行
规律的结果，有流动性波动，投资去杠杆等因素叠
加的原因。市场虽在短期内出现大回调，但流动
性相对宽裕、经济企稳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
因素有利于激发市场。证监会将依法加强监管职
能，抑制场外非法配置活动。近期股市波动加大，
投资者需做到不轻信、不盲从。

市场专业人士认为，这次出现超过一般投资
者常识的暴跌，根本的原因是前期没有理性的大
涨积累了太多的获利盘，是杠杆牛市的后遗症。
不过，本轮从最高点5178.19点跌至今天最低点，
短短 10 个交易日便跌去 1038.66 点，跌幅达
20%，不可谓不大。不少个股股价屡现腰斩。因
此，相信4000点牛市论和改革牛的管理层也不
会愿意直接毁掉这里的牛市，毕竟注册制和改革
创新依旧需要牛市。更何况，政策的愿景是调控
慢牛，前期股指疯狂上涨，引发政策降温，而今，
股指连续大幅杀跌，明显也不符合慢牛意图，因
而有可能倒逼政策出面维稳。操作上，对于那些
利好兑现、主力故事已经讲完毕，高位下跌还没
到强支撑位的爆炒个股，投资者还需坚决回避寻
机出局；但对于那些尚有利好预期、主力运作周
期尚未结束的标的，再杀跌则有错杀嫌疑，投资
者可逢低分批吸纳。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恐慌情绪蔓延 市场一泻千里

沪深股指暴跌
近2000只股票跌停

昨日市况

此次准入条件提出，民间资本发起
设立民营银行要有承担剩余风险的制
度安排。这会否提高民营银行门槛、加
重民营银行经营负担？

对此，尚福林表示，这既是促进民
营银行科学稳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
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
险底线的重要保障。“银行机构在正常
经营时，就应该明确风险处置安排。民
营银行作为新设银行机构，在出生之际
就应主动做好剩余风险承担安排，以确
保经营失败后不殃及无辜，避免被动。”

郭田勇认为，尽管存款保险制度正

在不断完善，但最高只能赔付 50 万
元。“一旦民营银行经营出现问题，银行
股东若能为客户承担更多剩余风险，将
明显增强存款人的安全感，提升民营银
行的吸引力。”

此次《指导意见》特别提出，鼓励民
营银行探索创新“大存小贷”、“个存小
贷”等差异化、特色化经营模式，提高与
细分市场金融需求的匹配程度。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
长赵锡军表示，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面临结构调整转型，需要融入更
多创新、创业因素，发展民营银行可以

利用其来自民间、熟悉民企、贴近民众
的特点，弥补银行服务“小微”“三农”
的不足。

尚福林表示，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
立银行，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内在需求，对于进一步健全我国银行
体系、增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
行业设立小型银行，有利于改善我国银
行体系内部结构，增强银行体系的活
力；与此同时，我国银行业同质化经营
程度过高，而差异化明显不足，迫切需
要民营银行参与提升银行体系的个性
化、特色化服务水平。”

记者 姜琳 吴雨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要有承担剩余风险的制度安排

尽管首批5家试点民营银行已全
部获准开业，但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
具体“门槛”此次才“水落石出”。按照
指导意见，准入条件包括资本、股东、拟
设银行和机制四方面要求，其中明确民
营企业必须以自由资金投资，应满足

“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年终分
配后净资产达到总资产30％以上，权

益性投资余额不超过净资产50％”的
条件。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
心主任郭田勇表示，民营银行已经过了
充分的酝酿和试点，要想早日做到成熟
一家、批准一家，需要在准入、监管等方
面出台一个清晰、透明、公开的标准，便
于更多有实力的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指导意见》的出台顺应了这一要求。
数据显示，目前20家境内外上市

银行中，境内外民间资本持有股份价值
约2.2万亿元，约占上市银行总市值的
25％；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民间资本占
比已提高到51％；城市商业银行民间
资本占比已提高到56％。

郭田勇认为，尽管国家对于民营资
本与其他资本进入银行业是按同等条
件要求，但是监管部门对于民营银行的
发展依然显得较为审慎。

具体“门槛”：3·30％·50％

银监会26日公布的《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对民间资本
进入银行业的准入条件做出明确规定。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当天下午举办的
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引进民间资本设立的民营银行，在传统的银行经营领域
中缺乏优势，必须寻求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打造出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金融产
品，才能在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

民营银行“门槛”首次明确
个性发展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