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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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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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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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至2015年12月01日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
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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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至2015年12月09日到海南省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
院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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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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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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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2日09:00（北

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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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小姐 周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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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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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

宗地号

2011-15号

土地位置

陵保公路（S305省道）东北侧

用地面积
(平方米)
3616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容积率
≤0.23

建筑密度
≤15%

绿化率
≥52%

出让
年限
40

投资总额
(万元)

≥600.2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07

起始价
（元/平方米）

1062

规划指标要求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环资告字[2015]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土资源部《招
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令）等相关规定，
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
挂牌出让宗地位于天涯区（原凤凰镇）大兵河控规DB-1地块内，

用地总面积47762.73m2（海南平面坐标系47729.36m2）。用地四至及
界址坐标详见用地勘测定界图。

根据《三亚市规划局关于请出具天涯区（原凤凰镇）大兵河片区控
规DB-1部分地块47729.36平方米用地规划意见的复函》（三规村镇
函〔2015〕51号），该宗地的用地规划性质为村镇类仓储用地，对应土
地用途为仓储用地，容积率≤1.0，建筑密度≤35%，建筑限高≤18m，绿
地率≥25%。

（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根据《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天涯区（原凤凰镇）大
兵河片区控规DB-1部分地块47729.26平方米用地项目产业建设内
容有关问题的复函》（三发改函〔2015〕624号），该宗地用于农产品食
品航空物流加工配送功能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竞买人应具备相应
的经营资质。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
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
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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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
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505万元整（以入账为准）。竞买人交保

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格的审查。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5年11月12日至2015年12月 9 日到

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四楼办公室）或海
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挂
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
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15年 12月9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
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将在2015
年12月9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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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挂牌时间为：
2015年12月2日09时00分 至 2015年12月11 日9时30分。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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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竞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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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1.三亚市河东路174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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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1月 11日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1日就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不
幸逝世向德国总统高克和总理默克尔
分别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
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施密特逝世表
示深切的哀悼，向施密特的亲属表示诚
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施密特先生
为德国国家建设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作
出了不懈努力，赢得了世人尊重。40年

前，施密特先生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
同开启了中德友好合作的大门，为中德
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中国人民珍视
中德友谊，愿同德国和德国人民一道，
共同开创中德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11日就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不幸逝世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唁电，代
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向

德方表示深切哀悼，向施密特家人表示
诚挚慰问。

李克强在唁电中表示，施密特先生
是德国的卓越政治家和领导人，也是中
德关系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推动者，为
促进中德两国友好与合作作出了重要
贡献，对此我们不会忘记。

李克强指出，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重
要合作伙伴。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德友好合作事业必将取得更大发展。

据新华社柏林11月10日电（记者
何梦舒 兰熙）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
密特10日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去世，享
年96岁。德国及欧洲政界人士均对这
位资深政治家的离世表示哀悼。

施密特生前的责任医生格雷滕当
天向媒体宣布，施密特于当地时间10日
下午2时30分许去世。今年8月以来，
施密特曾因身体状况两次入院治疗。
近日，施密特的病情因“出现感染”而明

显恶化。
施密特与中国的渊源颇深。他被

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德中关
系的开拓者和推动者。1975年，时任
总理的施密特首访中国，成为两国建
交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此
后，他曾十余次访问中国，持续关注近
几十年来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并在
自己的多本著作中畅谈对中国现状和
未来发展的见解。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逝世

习近平向德国总统和总理致唁电
李克强向德国总理致唁电

新华社日内瓦11月11日电（记者
张淼）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1日在日内
瓦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在3D打
印、纳米技术和机器人工程学三项前沿
技术的专利申请方面表现抢眼。

这份报告名为《2015年世界知识
产权报告：突破式创新与经济增长》。
同系列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聚焦知识
产权某一领域内的特定趋势。本年度

报告分析了当前具有突破性潜力的前
沿技术，同时敦促各国政府和企业加速
有关创新的投资。

报告显示，2005年以来，全球3D
打印和机器人工程学领域的专利申请
中，有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中国，这一占
比为世界各国之最。在纳米技术方面，
中国是第三大专利申请来源国，占全球
申请量的将近15％。

报告说，在这三项有潜力促进未来
经济增长的前沿技术创新方面，中国是
唯一向先进工业化国家靠近的新兴中
等收入国家。相对于更早建立的创新
型国家，中国的专利格局中，大学和公
共研究机构的身影更为显著。

不过该报告显示，日本、美国、德
国、法国、英国和韩国占3D打印、纳米
技术和机器人工程学领域中全部专利

申请总数的四分之三或更多，其中日本
在机器人创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
则占据了大部分的纳米技术专利申请
以及很大一部分的3D打印专利申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
斯·高锐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技术突破
一直是经济产出持续扩张的根源，我们
需要改善环境，给未来的突破性技术提
供动力。”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报告：

中国前沿技术专利申请表现抢眼

11月10日，中国海军济南舰驶
入古巴哈瓦那港。

当地时间11月 10日，正在执
行环球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152舰
艇编队济南舰、益阳舰和千岛湖舰
抵达哈瓦那港，开始对古巴共和国
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新华社记者 刘彬 摄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抵达古巴访问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1月10日电
（记者林惠芬）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
10日提名达奇安·乔洛什为新总理，授
命其尽快完成组阁。

根据宪法，提名总理需在10天内完
成组阁，并接受议会信任投票。

约翰尼斯9日晚和10日与议会各
政党就新总理人选进行第二轮磋商。第
一大党社会民主党提出由国家银行副行
长、前预算部长沃伊内亚出任政府总理，
遭到议会最大反对党国家自由党的明确
反对。约翰尼斯倾向组成一个技术型政
府，国家自由党以及其他大多数政党表
示将支持总统的选择。

本月4日，罗总理蓬塔宣布辞职，以
承担不久前一次火灾悲剧的政治责任。
约翰尼斯5日宣布教育部长肯佩亚努出
任看守政府总理。

布加勒斯特市中心一夜总会10月
30 日深夜因演出中燃放烟花引发火
灾，目前已造成48人死亡。这起悲剧
引发民众对当局乃至整个政坛高层的
不满。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多个城市连
续数日爆发示威游行，民众高喊“腐败
杀人”的口号，呼吁成立“懂行”的技术
型政府来领导国家，并要求解散议会
提前大选。

罗马尼亚总统
提名乔洛什为新总理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0日电（记者陆佳飞）
美国白宫10日说，尽管美国国会新通过的2016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继续阻碍关闭关塔那摩监
狱，美国总统奥巴马将签署这一法案。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当天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说，此次由国会递交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包括其
他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条款，因此奥巴马将
签署这一总额为6070亿美元的法案。

奥巴马曾在10月22日以共和党拒绝废除对
国防开支的限制以及阻碍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等为
由，正式否决了国会提交的2016财政年度国防授
权法案，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奥巴马最初否决
该法案的意图是逼迫共和党人废除自动减赤机
制，而非由于国会继续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禁
止美国防部使用联邦经费将关塔那摩监狱囚犯转
移至美国国内。

奥巴马将签署
201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1月10日电（记者车宏
亮 刘阳）叙利亚军方人士10日说，经过与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激战，政府军当天成功解除该组
织对叙北部一空军基地近3年的围困。

叙利亚军方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政府军打
破了“伊斯兰国”对克韦里斯空军基地的长期包
围，与据守空军基地的士兵成功会合。

另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政府军在行动
中击毙大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成功与空军基
地内士兵会合。

克韦里斯空军基地位于叙北部阿勒颇省，“伊
斯兰国”多次试图攻占该空军基地未果。

叙政府军成功解除
IS对一空军基地围困

据新华社罗马11月10日电（记者葛晨）据
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一架军用直升机10日中
午在该国中北部城市里米尼附近坠毁，4名机组
人员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意大利《古钱报》报道说，飞行员试图紧急降
落未果，飞机猛烈撞向一条超轻飞机专用跑道后

“完全撞毁”并起火。坠机时跑道上没有其他飞
机，也没有人员停留。

另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当时这架军用直
升机正在进行飞行训练，失事原因可能是突发技
术故障且引发直升机起火。

意大利一军用直升机坠毁
4名机组人员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