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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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201448-2

2712-201664

位置

金马物流中心范围内物流金一路
与物流三号路交汇处西南侧
金马物流中心范围内物流三号路
与物流金一路交汇处东北侧

面积
(公顷)

4.0104

1.1232

使用
年限

50年

50年

用途

仓储
用地
仓储
用地

容积
率

≥0.8
≥0.8

建筑
密度

≤60%
≤60%

建筑
系数

≥30%
≥30%

建筑
限高

≤28米
≤28米

绿地
率

≤20%
≤20%

起始价
(万元)

1343

381

保证金
(万元)

806

230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国土资告字〔2016〕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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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1日至2016年12月2日下

午17时前（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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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12月2日
下午17时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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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将在2016年12月2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挂牌起始时间：2016年11月25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挂

牌截止时间:2016年12月5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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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流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

2712-201448-2、2712-201664号地块规划为农资物流区。（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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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必须缴纳不低于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
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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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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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交易服务费按
有关规定收取。（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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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1月5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6 年11月

8日（0：0－6：0）对七号信令网系统进行优化。届时，海

口、文昌、琼海、万宁、屯昌、定安、澄迈部分固定电话以

及部分电信手机的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六年 十 一月六日

白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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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国土资让告字[2016]07号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白沙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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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
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竞买人
属联合购买的，须出具联合各方共同体签署的合作协议。属境外的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他
文件。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竞得人，同一竞买人可多次报价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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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06日至2016年12
月02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桥南路73号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
买。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 11月06日至2016年12月02日到白沙黎族
自治县牙叉镇桥南路73号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16年12月02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6年12月02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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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16-BSYC-
11地块：2016年 11月25日09时00分至2016年12月05日16时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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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宗地内部现状
条件挂牌出让；2、宗地用途为公告用途；3、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
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
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
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八、联系方式与银行帐
户：联系地址：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桥南路73号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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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吴清
波；联系电话：0898-27722672 、65303602；查询网址：http://www.
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开户单位：白沙黎
族自治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开户银行：工行白沙黎族自治县支行；
银行账号：2201027309200008724

2016年11月6日

土地
位置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
叉镇环城路东北侧

地块
编号

2016-BSYC-11

土地面积
（m2）
5132.34
20832.15

土地
用途

公共设施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40年

容积率

R≤1.8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25%
限高（米）

≤35

起始价
（万元）

1986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986

规划指标要求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6年12月9日上午10：00至2016年12月10日上

午10:00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网络拍卖

平台上对海南中汇宏基时代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名下海南省万宁市万

城镇城北新区万州大道东侧万城春天项目下的192套房产及房产相

应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拍卖。

有意竞买者可自行到淘宝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网络拍卖

平台上参与竞买，标的物详情登录下列网址查看。

网址：http://sf.taobao.com/0898/08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962656 0898-66962339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年11月4日

聘请测绘专业队伍的通告
我局正在开展存量国有建设用地专项清理工作，现欲委托专

业队伍对我市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外业测绘及制图工作。凡有

意参加该项工作的队伍，请于2016年11月7日至11月9日，到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3楼地籍股报名。（要求：测绘专业队必须具有

测绘资质丙级（含）以上的企业，具备承担任务的办公、设备条件，

健全的技术和质量管理制度）。

单 位：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联 系 人：欧小姐

电 话：13976135551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5日
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条的解释草案。

出席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
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

全国人大代表普遍认为，对香港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条作出解释十分及时、
非常必要。近年来，香港社会出现了
一股“港独”思潮，一些人打出“港独”
旗号，成立“港独”组织，甚至进行非法
暴力活动。在不久前进行的香港特区
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仪式上，
少数候任议员故意违反宣誓要求，公

开宣扬“港独”，侮辱国家和民族，被裁
定宣誓无效后，仍然强闯立法会，致使
立法会无法正常开会。这些言行公然
挑战基本法，阻碍了香港特区政权机
构的正常运作，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冲
击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对国家
主权、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这类状
况持续下去，必然损害香港特区广大

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发展利益，中
央不能坐视不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及
时作出法律解释，是依法行使宪法和
香港基本法赋予的职权，符合宪法和
基本法的规定，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
审议通过。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全国人大常
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与基本法具有同

等效力，解释草案阐明的就职宣誓规
定的立法含义和法律原则，有利于澄
清香港社会的模糊认识，是维护基本
法权威、保持香港大局稳定的需要，香
港特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
机关都必须一体遵循。

与会人员还对解释草案的具体内
容进行了充分讨论。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解释草案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11月2
日至4日，中宣部在京举办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讨班，深
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培训地方宣讲
骨干，对做好理论研究阐释和宣讲工
作作出安排。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对宣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学
习领会中央宣讲团动员会精神，并就

组织好各地宣讲工作，做好全会精神
的研究阐释，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和全会通过的《准则》
《条例》，系统总结近年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
践，就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加强党内监督作出新的重大部
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和历史担

当，体现了全党共同心声，对解决党内
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保党始终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

大家表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是当前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全会通过的《准则》《条例》，
围绕党员、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精心组织好面向基层的宣讲
活动，更好地推动全会精神走近群众、
深入人心。要着力增强宣讲针对性实
效性，注重联系实际、解疑释惑，切实把
全会精神讲全、讲准、讲透，引导人们深
入把握领会全会精神，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更加自
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更加扎实地把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各地党委宣传部门有关负责同
志、讲师团长、理论处长，中央主要新
闻媒体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研讨班。

中宣部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讨班

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培训地方宣讲骨干

据新华社厦门11月4日电（记者乔本孝）
国家海洋局4日上午发布《南海及其周边海洋
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6－2020）》。框架计划
积极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十三五”期
间中国与南海及其周边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等
合作伙伴，在海洋经济、政策、环境等7个方面
开展合作确立了实施框架。

新的框架计划自2016年开始实施，为期5
年。合作区域包括南海，及与之相连接的印度
洋、太平洋部分海域。合作领域在保留海洋与气
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多
样性、海洋防灾减灾、区域海洋学研究、海洋政策
与管理6个方面之外，新增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
蓝色经济发展合作领域，以进一步推进合作伙伴
海上互联互通、提升海洋经济对外开放水平。

《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
计划（2016－2020）》发布

7个方面
确立合作实施框架

骆惠宁当选
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新华社太原11月5日电 中共山西省第十
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1月5日选举骆
惠宁为省委书记，楼阳生、黄晓薇（女）为省委副
书记，当选为省委常委的还有高建民、孙绍骋、
王伟中、盛茂林、任建华、罗清宇、张吉福、王清
宪、廉毅敏。中共山西省第十一届纪委第一次
全体会议选举任建华为省纪委书记，陈学东、郝
权、孟萧为省纪委副书记。

食药监总局：

三家药企5批次药品
被检出不合格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4日从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食药监总局
在近期跟踪抽验中发现，标示为贵州天地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广西迪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康尔心胶囊和湖
南一格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转移因子共5批次
药品经检验不合格。

经检验，标示为贵州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的3批次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不合
格，不合格项目为有关物质。标示为广西迪泰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1批次康尔心胶囊不合
格，不合格项目为含量测定。标示为湖南一格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1批次转移因子不合格，
不合格项目为无菌。

据了解，对上述不合格药品，贵州、广西、湖
南省（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采取查封扣押、
责令召回、暂停销售使用等产品控制措施。食药
监总局要求将上述企业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铁路部门推出
“电商黄金周”运输服务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4日从中国铁
路总公司获悉，自11月11日起至20日，铁路部
门将推出“电商黄金周”，与电商和快递企业合
作，提供高铁快运和铁路干线运输物流服务。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太空特约记
者、航天员景海鹏。

今天（11月4日）是进入天宫二号
的第十七天，很多人关心我们在太空
的伙食怎么样，今天就和大家讲一
讲。说到航天食品，大家可能会觉得
特别单调，口感也不好，其实并不是这
样。不同飞行阶段，吃的东西也不
同。刚入轨时，我们就会吃清淡些，这
样更容易消化。目前在组合体飞行阶
段，我们的食谱是五天一循环，包括主
食、副食、即食、饮品、调味品、功能食
品等6大类近100种食品。

我们不仅吃得丰富，甚至还可以
“挑挑食”，在一个食品周期之内，可以
同类替换。因为我之前上过两次太空，
所以在前期制定食谱时，科研人员征求
过我的意见。吃了这么多天，我觉得比
前两次选择更多、味道更好。就是说，
这次带上来的食品，本身就是我和陈冬
爱吃的，所以根本不会感到单调。

对美食的追求是无止境的。陈冬
兄弟是河南人，这次工作人员专门准
备了一些河南面食。本次任务期间主
食还包括八宝饭、什锦炒饭、玉米粥、
米糕、面包等等。

副食也很丰富，有黑椒牛柳、红烩

猪排、叉烧鸡肉、什锦蔬菜等。与前几
次相比，我们能吃到更多蔬菜了，如红
椒裙带菜、牛蒡胡萝卜等，可以提高膳
食纤维摄入量。我们还第一次在太空
吃到了贡菜。

【航天员中心航天食品与营养研
究室助理研究员臧鹏解说：我们考虑
了不同地域航天员的饮食需求，有针
对性地准备航天食品，比如南方的一
种特色蔬菜——贡菜。据我所知，贡
菜是第一次进入太空。】

这次我在太空过50岁生日，他们
还给了我一个惊喜，准备了两个罐头
装的奶酪蛋糕。虽然只有巴掌大小，
但让我和陈冬感到很温暖。

除了一日三餐，我们还有许多点
心和夜宵来补充能量。这些主要是即
食型肉类、饼干面包等烘焙食品、糖果
乳制品等小零食，品种非常多。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钟绎如小朋
友在新华社客户端上提问，在太空怎
么喝水，在太空住这么久带的水够喝

吗？我想告诉他，在太空要用吸管喝
水，防止水珠飘起来。我们不仅带够
了水，还带了各种饮料。更了不起的
是，这次在太空中，我们还能自己泡茶
喝，这在前几次飞行中是没有的，其他
国家的航天员也很少这样做。

【臧鹏解说：这次是中国人首次在
太空中泡茶。】

茶叶包分为红茶和绿茶两种。每
个茶包两克，装在特制的包装袋中，注
水后完成复水，然后通过加热器进行

加热。每个茶包可以泡四五次，我和
陈冬基本天天都要泡茶喝。

【臧鹏解说：茶包在制作的时候便放
进饮料袋中，使用的时候将水注入——
但这是凉水——然后连茶包一起放入
加热器中。根据个人喜好，加热到一定
温度。复水是重新吸回水分，即干燥脱
水的逆过程。但因为太空没有热对流，
需要用电热板夹住食品加热。】

饮品还有各类果汁和菜汤。这次
汤的种类更多了，有紫菜汤、菠菜汤、
裙带菜汤、西红柿蛋花汤、野菌芙蓉汤
等。另外，还有防止产生油腻感的去
腻茶和暖胃的“温胃饮”等功能食品。

前几次调味品以咸辣为主，这次
我们甜酸咸辣样样都有。甜味的就是
蜂蜜，装在管里，需要抹在面包上时再
挤出来。工作人员还把我老家山西的
陈醋用小袋子分装好，带上了太空，这
是我第一次在太空吃到家乡的醋。调
味品的种类也非常多，有豆瓣酱、麻辣
酱、甜辣酱、香辣酱等。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我们的
太空之旅已经过半，后续发现有趣的
东西，再和你们分享。

新华社太空特约记者 景海鹏
（据新华社天宫二号11月5日电）

中国人首次太空泡茶
航天员也能“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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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轨运行期间，两位航
天员景海鹏和陈冬在完成既定任务之余，作为新华
社太空特约记者，还会对他们的太空工作、生活情
况，通过文字、音频或视频等方式进行报道。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