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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海南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亚特兰酒店”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公示

文昌宝隆实业有限公司的“海南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亚特兰
酒店”项目位于龙楼镇铜鼓岭淇水湾地段，用地面积27763.18m2（折
合41亩），属《海南文昌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海石滩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范围内。现建设单位申请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规划
指标为：总用地面积27763.18m2，总建筑面积18344.83m2（其中计容
建筑面积15766.24m2，不计容建筑面积2578.59m2），容积率0.6，建
筑密度15%，绿地率45%，建筑最高26.8米，客房总户数184户，停车
位138辆；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

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
行项目规划调整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6年5月7日至5月21日）；2、公示方式：
海南日报、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网、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
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2）书面
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
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5月7日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公示启事
《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G-23-1、G-23-2号地块位于
文昌市清澜港的南侧地段，用地面积为43926.67平方米（折合65.89
亩），拟建设渔业码头项目。根据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我局已组织
召开《<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G-23-1、G-23-2号地块
规划修改论证报告》专家论证会，现设计单位已按专家会议纪要修
改完善报告文本。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2016年5 月7日至2016年6 月 5
日。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网
（www.wenchangup.gov.cn），海南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ghj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
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
建设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如利害关系人认为该调整
涉及其相关权益的，应在公示期限内向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提出相关意见或建议，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电话：0898-
63332128，联系人：郑声乐。 2016年5月7日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范秋生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天涯区吉祥街

范秋生住宅楼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证

号为：三土房（2001）字第 1067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1273.42平方米，土地面积为378.44平方米。已刊登遗失

声明，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

科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逾期我俩局将核准登

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6年5月4日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第三次拍卖公告

（2016）海南一中执网拍字第18、19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定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亚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兆祥置业有限公司、海南佳盛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符利、王娜、吴桂梅、符胜、黄荣霞、符积丰、符
积阳、符思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定于2016年5月19日
10时起至2016年5月2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
0898/2）进行公开拍卖以下房产和土地使用权：1、整体拍卖被执
行人海南兆祥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定安县定城镇塔岭新区富民
大道西侧公园一号（即龙福花园三期）89套房产及分摊的土地使

用权。参考价：11497009.52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2、拍卖
被执行人海南佳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定安县定城镇定
雷路龙福花园A栋第一、二层2205.35平方米铺面【房产证号：房
权证定城字第0006012号】及该铺面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所在
土地证号：定安国用（2008）第242号】。参考价：7463336.32元，
竞买保证金：300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登入淘宝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
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0898/2）了解拍卖详情，并按拍
卖要求办理相关参加竞买手续。

详情咨询电话：0898-65301125、65301122、18889538939
联系人：张鹏
监督电话：0898-65301167
淘宝技术咨询电话：400-822-2870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白龙南路6号

二O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由于X380（羊角岭至榕木公路）K11+432处九墩湾桥和K14+400
处石拱涵结构破损严重急需修复，现需要对羊榕线K11+400至K14+
500段封闭交通进行施工。根据施工要求，现需要对该路段进行交通
管制，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6年5月10日至2016年7月29日。
二、封闭路段：X380羊榕线（羊角岭至榕木公路）K11+400-K14+500
三、绕行路线：
（一）往返南坤镇、黄岭农场：经黄岭（羊榕线K9+300）→藤寨（黄

面线K18+000）→南坤（黄岭农场）通行。
（二）往屯昌县城：经羊榕线K15+300路口→藤寨（黄面线K18+

000）→黄岭（羊榕线K9+300）→屯昌通行。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屯昌公路分局

2016年5月6日

关于X380羊榕线K11+400至K14+500段
封闭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公告 公 告

为保障桥梁安全，根据海新大桥伸缩缝更换的需要，将于

2016年5月8日至5月28日对海新大桥部分路段进行封闭施

工，届时将对海新大桥施工区域进行交通管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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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6年5月7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昌国土资告字〔2016〕32号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地块编号为C03-3号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
请人应当单独申请。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
按照规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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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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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6年5月7日至2016年6月6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
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5月7日至2016年6月6日到昌江黎族自
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及建设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6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
缴纳竞买保证金及建设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6年6
月6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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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挂牌时间为2016年5月
27日08时00分至 2016年6月8日9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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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三）本次挂牌不接
受邮寄竞买文件。（四）此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由竞得人严格按照县住建
部门批准的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五）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
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申请参加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
状条件无异议。（六）开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应按出让合同中约定的
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七）本
次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所产生的所有税
费由竞得人承担。土地出让成交后，竞得人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签
订出让合同，并于合同签订后按约定缴清土地出让价款。（八）按正常
工作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
续，节假日除外。（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十）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九、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26630913、65303602、68538965
联 系 人：李文高、金亚赛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5月7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化率(%)
建设保证金
起始价
挂牌开始时间

C03-3号
70年
≥35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土地用途

47417.00平方米
1<容积率≤1.8
城镇住宅用地
估价报告备案号
加价幅度
挂牌截止时间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保证金

昌江县昌化镇
≤35
2600万元

500万元
4202万元

2016年5月27日8时00分

4603016BA0040
1万元及其整数倍

2016年6月8日9时30分

东方·金泰湾一期工程施工图审查招标公告
一、工程概况：东方·金泰湾位于东方市板桥镇西南侧，高层住

宅、多层住宅、低层住宅、酒店及酒店式公寓楼为剪力墙结构，一期建
筑总面积约67.17万m2。二、招标内容：东方·金泰湾一期工程施工
图审查。三、招标人：海南金泰鸿业投资有限公司。四、项目进展情
况：资金已落实。五、报名单位资格要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
一类资质且在海南省房屋建筑工程全过程监管信息平台之列，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六、投标报名时间:2016年5月9日至2016年5月
13日。七、申请投标应提供的相关材料:（1）报名单位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资质证书、组织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加盖红色公章复
印件）；（2）报名单位介绍信及报名人身份证（原件及加盖红色公章复
印件）；（3）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不少于3项并提供合同。（原件及加盖
红色公章复印件）。报名联系人: 常建兴 电话：0898-
25735005 ；报名地点: 东方市板桥镇龙源宾馆合同预算部

临高县礼贯小区铺面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5月17日上午10:00在临高县

财政局七楼会议室依法公开拍卖以下资产:临高县临城镇礼贯
北路礼贯小区11套商铺，竞买保证金30万元/套。铺面编号、参
考价及面积详见《铺面拍卖清单》（清单备索）。说明：1．每份竞
买保证金可以竞买任意一套铺面（依此类推）。2．铺面可办理
银行按揭贷款，竞买成功者首付款必须达到50%。标的展示时
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5月16日止。标的展示地点：标的
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5月16日前下午17时前到海
口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或于5月16日当日下午17时
前到临高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
账为准）。联系地址：海口市义龙西路28号嘉兴酒店8层；联系
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15120997750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5月7日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土地权属异议征询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中，我部现正在对海口市琼山区道客路6号天龙苑小区现有
房屋及附属物以外的空地（巷道）进行土地权属调查。我部已于
2016年4月16日在海南日报上对该土地权属进行了公示，公示
期间谢颜吉对小区空地（巷道）土地权属提出异议，认为小区空
地系其一人所有。现我部对该小区空地（巷道）土地权属再次进
行公示，凡是对上述土地提出权属主张的其他人，请自登报之日
起七天内，向我部提交书面材料（包括不限于土地证或报建报批
等有效证件），逾期不提交则视为对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部将
依法将该空地（巷道）补偿给谢颜吉个人。

联系单位：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改指挥部
联系人：肖先生联系电话：15109877110
联系地址：琼山区道客二里便民停车场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2016年5月7日

合同解除声明
因购房人未按合同约定缴纳房款，经我司多次催告，购房人仍

未履行合同付款义务，现我司依据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及合同
法相关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购房人名单如：

特此声明！
海南华润石梅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5月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房号
5栋-1-803

6栋-3-13B05
32栋-2-102
50栋-2-3A01
6栋-3-1502
8栋-3-805
50栋-3-703
D区独栋-E69

一标段联排-G85
8栋-2-1701

A区独栋-A100
A区独栋-A102
C区双拼-C15-01
A区独栋-A82
8栋-3-1502
9栋-1-1203

客户名称
董韻;唐艳

刘平
江煜;江大魁

刘卓然
刘嘉安;吴燕华

吴红
吴炜
李楠
张琼

刘天宇
孙路

刘天宇
林先鑫
任杰

崔西陈、茹丛芳
陈融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5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考察并主
持召开就业工作座谈会。

李克强来到就业促进司，详细了
解就业市场情况和最新就业信息。相
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主要就业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
李克强说，就业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及时掌握完整准确的就业数
据至关重要。稳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
保就业，就业稳定收入就会增长，民生
就会逐步改善。要紧紧盯住就业形势
新变化，加强对苗头性问题的分析研

判，为宏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李克强说，农民工是庞大而特殊

的就业群体，就业状况受经济形势变
化影响最直接。要千方百计拓宽农民
工就业渠道，这不仅能增加他们的收
入，也有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协调发展。

座谈会上，李克强说，近三年在经
济增速放缓形势下，就业不降反增，每
年新增城镇就业1300多万人，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当前经济下
行压力仍然较大，稳增长更是要着眼
于保就业、增收入、惠民生。

李克强强调，稳定就业必须突出重

点。今年高校毕业生有765万人，创历
史新高，加上中职毕业生，人数达1200
多万，还有其他一些重点保障对象，要
把促进他们就业放在突出位置。

要落实和完善大学生就业促进计
划和创业引领计划，通过持续推进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创造良
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
多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发展就业容量
大的服务业、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运
用“互联网+就业”新模式，在更广阔领
域实现就业供需对接。要积极促进农
民工就业，加强就业指导、职业介绍、

权益保护等服务。加大对贫困家庭农
民工的就业扶持。积极支持有条件的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带动更多就
业。要落实好复转军人就业相关政
策，确保他们得到妥善安置。

李克强说，促进就业创业还要织
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兜住底线。
要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发挥好
失业保险、大病保险的“稳定器”作用，
解除居民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在今
年加大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要努力
使富余员工通过企业内部挖潜、开展

“双创”、政府专项资金扶持等措施，实
现转岗就业，对一时难以就业的，要通

过职业培训、托底保障等方式，增强他
们的信心，保证基本生活。要帮助经
济困难地区解决就业问题，防止出现
较大范围失业风险。更多关注就业特
殊困难群体，确保有就业能力的零就
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李克强指出，就业是各级政府必
须完成的硬任务，也是各个部门的共
同责任。要协调配合、主动作为，把稳
就业放在突出位置，作为制定政策、发
展产业、投资工程的重要导向。大家
一起努力，共同想办法、出实招，确保
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为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提供有力保障。

李克强考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并主持召开就业工作座谈会强调

就业是各级政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推动学校体
育改革发展和强化学校体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意见》提出，一是要深化教学改革，强化体
育课和课外锻炼。严禁削减、挤占体育课时间，
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二是
要注重教体结合，完善训练和竞赛体系。学校
要积极开展课余体育训练，为有体育特长的学
生提供成才路径。进一步完善竞赛体系，建设
常态化的校园体育竞赛机制。三是要增强基础
能力，提升学校体育保障水平。大力推进体育
设施建设和综合利用，多渠道增加学校体育投
入。四是要加强评价监测，促进学校体育健康
发展。五是要强化学校体育的组织实施。进一
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把
学校体育工作列入政府政绩考核指标、教育行
政部门与学校负责人业绩考核评价指标。对学
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
在教育工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

国办印发《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严禁削减挤占
体育课时间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靳
若城）针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可能在5或6月份作出最终裁决，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6日表示，无论仲裁
庭作出什么裁决，都是非法无效的，中
国不会接受，不会承认。

洪磊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那
些期望依据所谓裁决迫使中国让步
或接受既成事实的想法终将证明是
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捍卫国家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
移。中国维护国际法治及《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完整性、权威性的态度坚
定不移。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
王卓伦）外交部边海司司长欧阳玉靖
6日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阐述了中
方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不接受、不参
与的理由。

欧阳玉靖说，南海问题的核心是
菲律宾等国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
部分岛礁所引起的领土问题以及随着
新的海洋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的
海洋划界问题。

2013年1月，菲律宾单方面提起、
并执意推进南海仲裁案，中方对此坚
持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对此，欧阳
玉靖解释道，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其一，在中国和菲律宾双边层面，
双方在此前签署的联合公报、联合声
明中已经达成协议，通过双边谈判的
方式解决两国争议。

其二，2002年，中国与包括菲律宾
在内的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第四条规定，有关争议由直接相
关当事国之间通过谈判协商解决。

其三，2006年，中国依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298条有关规定，就涉
及海洋划界、军事行动、行政执法等问
题作出了排除性声明。据此，涉及海
洋划界问题，中国不接受公约有关的
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将不接受不承认南海仲裁案裁决
外交部官员阐述不接受不参与的三点理由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赵晓辉 王
都鹏）针对近期中概股回归A股暂缓的传闻，中
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6日说，证监会正在
对海外上市的红筹企业通过IPO、并购重组回归
A股市场可能引起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近期，有传言说，证监会将暂缓在海外上市
的红筹企业回到国内上市。对此，张晓军说，证
监会已注意到相关舆情。按照现行法律法规，
近3年已有5家在海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实现退
市后，通过并购重组回到A股市场上市。市场
对此提出了一些质疑，认为这类企业回归A股
市场有较大的特殊性，境内外市场的明显价差、
壳资源炒作等现象应当予以高度关注。

证监会：

正对红筹回归A股
的影响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