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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保土资告字〔2017〕2号

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资格：（一）本次挂牌活动凡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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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境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须提交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本
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具有以下行为的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
地挂牌出让：1.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
今尚未付清的；2.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土地、
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
未及时纠正的。（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缴纳足额竞买保证
金的，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
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

三、竞买规则：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挂牌出让，采用增价方式挂
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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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9日 至 2017年6月30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咨询
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7年6月9日 至 2017年6月30日到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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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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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
月25日09时00分 至 2017年7月4日10时00分。

七、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人须严格按照保亭县规划部门批准
的要求开发建设。（二）开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应按照出让合同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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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出让地块属于工业用地，土地
用于县城屠宰场项目建设，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如地块涉及地
上地下电线路、光缆的迁移等费用由竞得人负责。（二）竞得人取得土
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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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成交价款不包括
各种税费（涉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挂牌佣金由竞得人按
有关规定支付。（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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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
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联系电话：
83666228 65303602 13078933316；联系人：邢先生 杨先生 杨小姐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6月2日

宗地编号：
土地用途：
规划建设指标：
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

BT-2012-7 宗地面积：
工业用地

9187.92平方米（约13.78亩）
出让年限：

宗地坐落： 县保城镇污水处理厂南侧
50年

容积率≤0.36、建筑密度≤27.16%、绿地率≥35%，停车位≥10个
340万元
380元/平方米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资告字〔2017〕4号

根据三亚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项目建设的需

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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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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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情况及规划指标：该挂牌出让宗地位于创意产业园控规

CY01-17-04地块内，用地面积7778.47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7771.83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用地勘测定界图。根据市

规划局出具的三规用地函〔2017〕133号文，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消

防用地（国标代码：U31）（对应土地用途为公共设施用地），容积率≤
1.0，建筑密度≤30%，绿地率≥35%，建筑高度≤24米。使用年限为50

年。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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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创意产业园控规》，该宗地

规划用地性质为消防用地(U31)。根据园区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竞买

人需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地使用权，须在该宗地上建设空中消

防救援及消防救援调度中心等项目。同时须按照园区规定要求完成

产值比例和相关税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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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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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 月 2 日至

2017年7月 1 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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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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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国土资源局将在2017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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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 月 23 日09时00分 至 2017年 7 月 3 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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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13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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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6月2日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资告字〔2017〕5号

根据三亚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项目建设的需要，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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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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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情况及规划指标：该挂牌出让宗地位于创意产业园控规
CY03-08-04地块内，面积29816.23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29791.25平方米）。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国标代码：

M1）。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发布和实施<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24号）要求，鉴于该宗地为工业用地，须符合以
下五项指标：1.其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总用
地面积的7%。严禁在地块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待所
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2.绿地率不得超过20%；3.建筑系数应
不低于30%；4.容积率≥0.7；5. 投资强度≥1505万元/公顷。同时，结合三
亚市规划局出具的三规用地函〔2017〕132号，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
情况详见下表：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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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创意产业园控规》，该宗地
规划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M1）。根据园区产业发展规划的要
求，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地使用权，须在该宗地上建设
三亚创新节能科技门窗生产示范基地等项目。同时须按照园区规定
要求完成产值比例和相关税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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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4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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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
月 2 日至2017年 7月 1 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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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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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国土资源局将在2017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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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 月 23 日09时00分 至 2017年7月 3
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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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吉阳区迎宾
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 楼7013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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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6月2日

控规
编号

CY03-08-04

土地面积
（m2）

29816.23

规划
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国标代码：M1）

使用年限
（年）
50

容积率
0.7≤容积率≤1.5

建筑高度（m）
≤24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2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1505

评估单价
（元/m2）

947

评估价格
（万元）

2823.5970

规划指标

“文昌百灵顿湖景高尔夫酒店”项目位于文昌市华侨农场华
海路南侧、侨兴路东侧地段，建设单位为文昌百灵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属于《文昌市华侨农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该
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证号为（临）建字第
469005201500114 号，批准的规划经济指标为：总用地面积
32420.33 m2(约为48.63亩),总建筑面积29112.3m2（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24681.24m2，地下建筑面积4431.06m2），容积率0.75，
建筑密度25%，绿地率50%，客房总数244套，停车位162辆，太
阳能热水系统补偿面积366m2。现建设单位申请修规和太阳能
补偿建筑面积调整，经核查，调整后的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
32420.33m2(约为48.63亩)，总建筑面积30862.15m2（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24772.74m2，地下建筑面积6089.41m2），容积率0.75，
建筑密度25%,绿地率50%，客房总套数215套，停车位161辆，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面积457.5m2；调整后的规划指标，符合规
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
按程序进行项目修规和太阳能补偿调整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
时间：15天（2017年6月2日至6月16日）；2、公示方式：海南日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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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百灵顿湖景高尔夫酒店”项目修建性
详细规划和太阳能补偿面积调整批前公示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6月2日

工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竞争性磋商方式，对屯昌县

屯城镇产城融合区路网市政工程-和谐大道建设项目新增桥梁
的岩土工程地质勘察和工程设计单位进行选择。欢迎符合条件
的勘察设计单位积极参与，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项目名称：屯昌和谐大道新增桥梁勘察设计项目；
项目概况：桥梁位于和谐大道与工业五横路交叉口范围内，

桥梁上跨红岭灌区西干渠，桥梁净跨约9m、桥面宽度渐变、桥梁
高约12m，基础形式需根据岩土工程地质勘察结果确定。

项目地点：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产城融合示范区；
投标人资质要求：同时具备岩土工程勘察乙级及以上资质

和市政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
项目负责人要求：岩土工程勘察负责人要求具有注册土木

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工程设计负责人要求具备一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负责人可为两人，为同一人时需同时满足
两项要求）。

投标控制价：25万元；（含岩土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施工服
务、成果审查等所有费用）。

其他要求：桥梁设计需满足原设计除排水管线外的市政管
线通过，并完成相关图纸修改。

磋商时间：暂定于2017年6月9日上午10:00在海口市大
同路38号中银海航国商酒店15层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会议室召开磋商会。投标意向人应先通过电话报名，报名截止
时间为2017年6月7日17:00时，若报名人少于三个，将另行通
知是否按期召开磋商会。报名电话：0898-66531962，联系人：
陆女士。

投标资料要求：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企业勘察和设计资质
证书与营业执照；项目负责人执业资格证书（中标后提供半年内
社保证明）；企业法人代表及项目负责人无违法记录的声明；（执
照证书等提供复印件盖公章）

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日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陈创淼）5月31日晚，“清
风满秀英、廉政入民心”主题廉政琼
剧进村（居）巡回演出活动，在海口市
秀英区海秀街道时代广场拉开序幕，
巡演活动将持续一个月。

据了解，启动仪式上演出了新

编历史琼剧《汉文皇后》，该剧通过
讲述窦皇后失散多年的幼弟窦广平
受人挑唆，无视刑律造成夺人性命
的恶果。汉文帝和窦皇后为严肃法
纪，大义灭亲治其死罪的故事，传递
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秀英
区直机关各单位党政负责人及家

属，海秀街道全体干部职工、各居委
会干部等10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
观看了演出。

据悉，此次廉政琼剧进村（居）
巡回演出活动，将用一个月时间，深
入到秀英区所属各镇街、村居，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形式，唱响

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反腐倡廉的主
旋律，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廉洁理念，
提倡廉洁精神，建设廉洁家庭，营造
廉洁环境，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制度
化、常态化，以水滴石穿的韧劲，夯
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社
会和文化基础。

本报海口6月1日讯 （记者卫
小林）今天上午，由海南本土影视公
司摄制出品的红色主题电影《红军小
学》海南首映式，在海口中视国际影
城国兴店举行，为欢度“六一”国际儿
童节的孩子们送上了一份节日的贺
礼，同时也宣布该片正式进入我省各
大影院上映。

记者现场看到，虽然离首映式
开始时间还有将近一个小时，但海
口中视国际影城国兴店里已经聚集
了许多小朋友，影城里充满了儿童
节特有的欢声笑语。首映式开始
后，观众厅里坐满了小朋友和陪同
的家长们。简短的仪式过后，孩子
们期待的电影放映开始了，现场很
快安静下来，满观众厅的大小观众
们都聚精会神地观看起影片，直到

接近午后1时观影才结束。
记者随小朋友们观看了影片，

得知该片以一种时空交错的艺术片
叙事手法，从一位佩戴许多军功章
的老军人回忆的视角，讲述了革命
战争年代里有关红军和红军后代的
故事：红军长征进入川陕革命根据
地后，乡村少年廖荣子在父亲为救
被白军追捕的红军战士而身亡后，
独自进山找到了身负重伤的红军战
士。红军战士临终前，请他把红军
首长的后代廖焕章照顾好。廖荣子
带着这个比自己还小的儿童回到镇
里，为隐藏其真实身份，还给他改名
为廖震。后来红军在镇里成立了苏
维埃政权，廖氏族人把祠堂让出来
开办了红军小学，他们两人也都进
了红军小学学文化。谁知红军北上

后，白军占领了镇子并大举搜捕红
军后代，廖荣子和同学们凭借机智
勇敢多次化解危机，最终成功护送
廖震和红军女教师渡江突围，然而
廖荣子却在行动中用胸膛挡住了奸
细兰婶婶的枪口，英勇献身。

《红军小学》片方负责人廖丰告
诉记者，该片由海南丽歌影视制作
公司和海口奥德曼影视文化传播
公司出品，大家期待把当年红军的
故事拍成影片，来勉励今后的一代又
一代人。廖丰说，该片在川陕革命根
据地旧址四川巴中实地拍摄，剧组
还从海南带去了本土小演员林清美
参加演出，她在片中扮演了一位小
红军。该片于去年完成摄制，今年

“六一”国际儿童节在全国各大院线
正式上映。

由海南本土影视公司摄制出品

红色主题电影《红军小学》海口首映

本报讯（记者罗孝平）5月29日
晚，澄迈县金江体育场上歌声飞扬，
由澄迈县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海南
2017第6届“大海歌曲”电视大奖赛
颁奖晚会精彩上演，经过激烈角逐，
各大奖项尘埃落定。

此次比赛有歌手演唱和原创歌
曲作品两项比赛同时展开。经过几
个月的激烈角逐，最终诞生歌手演唱
类演唱奖5名，优秀奖4名；原创歌曲
作品类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
奖3名，优秀奖6名。

全国“大海歌曲”电视大奖赛已
成功举办6届，全方位展示了海南澄
迈的精神风貌，促进了澄迈的经济文
化建设。放飞激情与梦想，高歌大海
与海南，颂扬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
美好远景，唱响了海南开拓进取的精

神，使“大海歌曲”歌手演唱及原创歌
曲大奖赛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文化
建设中知名的音乐节庆品牌。

本届比赛评委阵容强大，有歌唱
家曲比阿乌、演员王丽达、《星光大
道》年度总冠军杨光等9位评委。

第6届“大海歌曲”电视大奖赛澄迈落幕

海口市秀英区启动廉政琼剧巡演活动
时间将持续一个月

海南国标舞公开赛落幕
本土舞者包揽两个组别前三名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农信杯”2017中国海
南第二届国际标准舞全国公开赛暨海南省首届青
少年国际标准舞锦标赛，日前在海南大学体育馆
结束。海南舞者技高一筹，包揽了职业组摩登舞
前三名，以及17岁至18岁精英组公开赛前3名。

本次比赛吸引了国内40个代表队的1226名
选手参加，其中，少年儿童选手有1125人，参赛人
数创下新高。此前，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是2013
年，共有900多人参加。广西队赢得职业组拉丁
舞冠军，湖南队列亚军。

为规范比赛评判，组委会邀请了5名国际级
评审担任裁判员。比赛设公开赛职业组、少年拉
丁精英组（18岁以下）和锦标赛交谊舞等组别。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国际标准舞协会主办，海
南农信社万宁联社冠名。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卫小林）为欢庆
“六一”国际儿童节，6月4日（本周日）下午3时30
分和晚8时，儿童剧《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予曼
星球》（简称“大头儿子”）将来琼，在省歌舞剧院连
演两场，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这是记者今天从
演出承办方海南梦演艺艺术剧院获悉的。

据介绍，该剧是经典电视动画片《大头儿子和
小头爸爸》的舞台剧版本，被海口市精品文艺演出
项目列为海口欢庆“六一”儿童节文艺活动上演。

记者了解到，舞台剧“大头儿子”在剧情上对
电视动画片进行了创新性改编，不仅新增了6个
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同时还设计了激光布景，旨
在对整台演出观赏性和娱乐性进行大幅提升，让
儿童观众感受到看戏带来的开心愉悦体验。

据悉，该剧讲述大头儿子闯祸以后，小头爸爸
决定把陪伴自己童年的睡前读物《予曼星球的童
话》送给大头儿子，想让大头儿子快点懂事起来。
谁知这是一本充满魔力的图书，大头儿子打开它
之后，全家人都被带到了一个全新世界，经历了一
场离奇的冒险旅程……

电影《红军小学》剧照

《指环王》作者出新书
据新华社伦敦6月1日电（记者

张代蕾）英国已故文学大师J·R·R·
托尔金的魔幻小说《贝伦与露西恩》6
月1日出版。该书由托尔金后人编辑
整理，据信故事灵感源自百年前作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从军经历。

托尔金1973年过世，经历过两次
世界大战，是牛津大学语言学和文学
教授，生前曾出版《霍比特人》《指环
王》三部曲等畅销小说，被誉为开创了
西方当代奇幻文学时代。

新书《贝伦与露西恩》被认为是托
尔金在一战索姆河战役中染病后构思
出的一个“非常私人的故事”，讲述神的
女儿露西恩与凡人武士贝伦这对恋人
间的命运。现实中，托尔金死后与妻子
伊迪丝合葬于英国牛津，墓碑上两人名
字旁分别刻有“贝伦”和“露西恩”。

托尔金作品中虚构的“中土世界”
吸引大批读者，被译成多国语言。他
去世后，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整理和
发表了他留下的大量笔记和手稿，包
括《精灵宝钻》《胡林的儿女》等。

儿童剧“大头儿子”来琼
将于本周日在海口连演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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