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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资告字〔201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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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
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市丰兴隆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23地

块内，属三亚华创七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三亚森特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之间的带状国有存量建设用地。该宗地用地面积5039.78m2

（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5036.79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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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函〔2016〕256号文，该宗地
规划用地性质为旅馆用地(国标代码：B14)，容积率≤2.99，建筑高度<
100米，建筑密度≤25%,绿地率≥30%（地块内已批建的项目指标参照
相关审批意见执行）。

二、竞买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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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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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5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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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至2017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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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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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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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09时00分 至 2017年7月 24 日10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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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见习记
者曾育辉）“一断电，空调风扇就开不
了，这么热睡不着，饭也没法煮，冰箱
里的东西隔夜就变臭了……”提起小
区高温断电，海汽小区的居民李仁忠
苦不堪言。

李仁忠居住的海口市汽车东站
旁的海汽小区，是个相对老旧的小
区，有 9 栋住宅楼，大约住着 493

户。今年5月底起，由于持续高温用
电负荷大，小区接连数次跳闸断电。
6月2日晚上小区的变压器还烧坏
了。次日，物业垫资购买安装了新的
变压器，可是，按照供电部门规定，新
变压器与旧变压器负荷量一样，遇到
用电高峰还是会跳闸断电。

自此，小区开始实行错峰用电，
将1栋—4栋列为东区，5栋—9栋列

为西区，每天安排电工值班，每逢高
温天，午后或晚上，东区、西区轮流供
电、停电，每次间隔3小时。

“你这小区的灯怎么东边亮，西
边不亮呀？”李仁忠告诉记者，有时遇
上朋友来串门，就会如此调侃一番。

高温天停电对生活影响大，小区
多名住户拨打海口市政府12345热
线反映了情况。6月14日，12345热

线召集琼山区政府、电力部门、国兴
街道办、海南海汽物业有限公司现场
办公解决小区用电问题。“经电力部
门评估，按照小区现在的用电负荷，
只有安装630千瓦的变压器，小区今
后高温用电才能有保障。”12345热
线有关负责人张贤海介绍，此次现场
办公还明确了方案实施过程中的各
方职责。

之后几天时间里，变压器选址、
工程预算、施工分解表都一一敲定
了。据电力部门估算，小区电网改造
大概需要一周时间。

小区托管物业有关负责人林小
群介绍，因小区没有专项维修资金，
此次更换变压器等电网设备的费用
需要小区全体业主分摊。这一两天，
物业将挨家挨户上门登记情况。

定安潭榄河上游有人私建鹅场
职能部门接到投诉后迅速处理

恶臭熏天的
露天养鹅场搬了

本报定城6月22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黄荣海）

“臭气熏天的露天鹅场终于转移了，
潭榄河干净多了！”近日，定安县定城
镇居民向相关部门投诉，潭榄河上游
有人私建养鹅场，臭气熏天，养殖垃
圾排入河道，污染严重。接到举报
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督促养殖户
全面整改，消除河流污染。

据了解，群众近日向定安县有关
部门反映，有人在定城镇潭榄河上游
围栏养起了百余只鹅。距其不远处，
还建有一处露天养鹅场，养殖数量千
余只左右。两处养殖场的养殖垃圾
和家禽粪便直接排入河中，河面上常
漂浮着死鱼死鹅，臭气熏天。接到群
众举报后，该县环城委、水务局来到
现场取证，并积极做好养殖户的思
想工作，让其尽快迁走养殖场的鹅，
另寻养殖场，并在转移之后对养殖
场周边进行清理。目前，两处养鹅
场已被拆除转移，周边环境已清理
干净，河道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
者陈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
生唐璨）高考评卷工作已于日前
全部结束，预计在6月25日公布
成绩。省考试局今天发布通知，
对我省2017年填报志愿和录取
时间作出安排。

今年，我省合并原本科第一
批和第二批为本科A批，把原本
科第三批改为本科B批。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肖磊）记者今天从海口市
公安局龙华分局获悉，近日该局民警
抓获一名流窜全国多地，利用洗衣破
损的方式，对30多家干洗店进行敲诈
勒索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成功侦破多
起敲诈勒索案件。

据了解，2017年6月18日下午，
龙华分局大同派出所接到辖区义龙路
一家干洗店的报警称，店主冷某与客
人李某（男，34岁，重庆人）因洗衣破
损引发纠纷。随后，办案民警赶到现
场，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情
况。办案民警在实地走访中发现，华
海路一家干洗店的老板陈某也曾因洗
衣破损的原因，赔偿给李某600元。很
快，办案民警查出李某以相同的作案手
法，用一件名牌服装对全国多个市县
的干洗店进行敲诈勒索。龙华分局刑
警大队二中队在一天一夜的时间内，
与全国30多位受害者取得联系，最终
成功侦破了该敲诈勒索案件。

目前，海口警方已对上述案件进
行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
敲诈勒索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海口首个区级
禁毒教育基地成立

本报海口 6月 22 日讯 （记者叶媛媛）21
日，海口市琼山区禁毒教育基地正式揭牌，该基
地为海口首个区级禁毒教育基地。当天，琼山区
2017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同步启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基地内不仅有工作人员介
绍我国的禁毒历史，展示墙上还向大家清晰地展
示了近两年里琼山区破获的重大毒品案件。值得
一提的是，基地不仅详细地介绍了各式毒品的特
性和危害，还特地开辟了模拟审讯室，告诫大家

“有毒必肃，贩毒必惩”。
琼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成立禁毒教育基地，

有利于由点带面推动琼山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深入
开展，琼山区禁毒委各成员单位也以系列活动和
禁毒教育基地启用为契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禁
毒宣传教育活动，坚决打赢禁毒人民战争。

揭牌仪式后，琼山区2017年全民禁毒宣传月
系列活动同步启动。现场1500名中小学生、禁毒
成员单位代表在禁毒墙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姓
名，“弘扬禁毒文化 绘出幸福琼山”百米长卷禁毒
绘画活动、禁毒宣传图片展、禁毒成果展和禁毒宣
传咨询等活动也同步展开。

高温天变压器常跳闸断电，影响居民生活

政府热线协调多部门帮解决

废品为何堆放在
公用道路上？

屯昌县林女士拨打省政府综
合服务热线12345反映：

在屯昌县屯城镇昌发三路30
号旁有一个废品回收站，该回收
站堆积的废品占用公用道路，影
响其他市民通行，希望相关部门
管一管。

屯昌县城管部门回复：
经执法人员实地调查核实，林

女士反映的回收站占用公用道路
堆积废品情况属实。执法人员已
找到废品收购站的经营业主，向其
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并下达了整改
通知书，要求其规范经营，保证街
道路面清洁、畅通，避免对附近居
民造成影响。经近期回访，发现收
购站经营业主已着手整改，未出现
违规行为。如该收购站再次出现
违规行为，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
行顶格处罚。

（本报记者 宗兆宣）

塑料厂排放臭气
谁来管？

定安县一群众拨打省政府综合
服务热线12345反映：

自己是定安县定城镇牧屿云天
小区住户，在小区旁边有一个华塑塑
料厂，每天晚上20：00开始排放刺鼻
气味气体，给周边居民带来困扰。

省生态环保厅回复：
省生态环保厅会同定安县环境

保护和城乡综合管理委员会对遭投
诉的海南华塑新型管业有限公司臭
气扰民问题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
公司存在臭气扰民问题和PVC管道
项目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等环境违法
行为。下一步省生态环保厅将责成定
安县环境保护和城乡综合管理委员会
对该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
进行立案查处，督促定安县环城委加
强对该公司环境监管力度，督促企业
完善臭气收集装置及治理设施，建议
定安县环城委及时向县政府报告并提
出工作建议。 （本报记者 宗兆宣）

说好的“集赞免费
玩”为何不兑现？

三亚一市民拨打省政府综合
服务热线12345反映：

位于金润阳光三楼的快乐宝
贝儿童成长主题乐园发布“只要
消费者集满38个赞可免费带孩
子入园游玩”的信息。自己符合
条件后带孩子到该乐园准备游玩
时，现场工作人员以园内人太多
为由，让“集满38个赞免费入园”
的客人在旁边等候，花钱购票的
客人却可以马上入园，认为该主
题乐园欺骗消费者。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回复：
接到投诉后，三亚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进行
调查，经现场检查，发现反映情况
属实。工商部门调查取证后，已
立案查处，没收该主题乐园违法
所得1300元，罚款3000元。

（本报记者 宗兆宣）

饭店的梅菜扣肉
为何发臭？

陵水黎族自治县一群众拨打省
政府综合服务热线12345反映：

自己到陵水县清水湾翰海酒店旁
边的川香食府饭店用餐时发现，该饭
店提供的梅菜扣肉已经发臭，存在食
品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陵水县食药监局回复：
接到投诉后，执法人员立即联系投

诉人并到达现场进行检查。经检查了
解，该饭店当天的梅菜扣肉已经售完；
据该店厨师长介绍，梅菜扣肉是一次做
几份成品放进冰箱内冷藏，客人点这道
菜时再拿出来加热；该店未能提供购买
猪肉的两章两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明》、《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
质检验合格验证印章》和《动物产品检疫
合格印章》）。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当场对
该饭店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采
购食品应当索取供货者的资质和合格证
明文件，梅菜扣肉应当严格执行当天制
作当天销售完。 （本报记者 宗兆宣）

东方一商城存火灾隐患
被挂牌督办

本报八所6月22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韩
鹏飞）近日，东方市八所龙珠商城因存在重大火灾
隐患被市政府挂牌督办。

日前，东方市消防部门在开展监督检查中，发
现建于1994年的八所龙珠商城内部使用性质复
杂，存在未设置消防应急广播系统；未设置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电线线路
未按规范要求敷设，未进行穿管保护；防火分区及
防火间距未符合要求；消防通道堵塞等诸多火灾
隐患，一旦发生火灾，将极易引发群死群伤恶性火
灾事故。东方消防部门经集体议案，判定八所龙
珠商城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并将情况向东方市
政府进行了汇报，提请市政府对该场所的火灾隐
患进行挂牌督办。

东方市政府高度重视，并批复同意对八所龙
珠商城存在的重大火灾隐患进行挂牌督办，责令
于2018年5月12日前消除火灾隐患。

主题为“青春无毒 阳光生活”的
海南省青少年绘画大赛正式启动

面向全省征集
戒毒题材画作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良子）记者今天
在省禁毒办了解到，即日起，主题为“青春无毒 阳
光生活”海南省青少年绘画大赛正式启动。本次
大赛由海南省司法厅、海南省普法依法治理领导
小组办公室等单位联合主办。

主办方向海南全省征集有关戒毒题材的画
作，投寄作品数量不限，画幅尺寸不超过4k素描
纸大小（444mm*597mm）。画作可以是蜡笔画、
水粉画、国画等。参赛作品必须是自我原创作品，
不得抄袭、套改。

征稿时间为6月21日至7月21日，网络评选
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5日，作品评选时间为8
月 26日至 8月 31日，奖项公布时间为 8月 31
日。主办方还将邀请知名画家担当评委。

大赛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
优秀奖40名，共计50篇优秀画作。

一件破衣“碰瓷”
多家干洗店
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洋浦举行商渔船
碰撞应急处置演习

6月22日，洋浦海上
搜救分中心在洋浦10号
锚地附近水域组织开展海
上消防、救生以及商渔船
碰撞应急处置演习。图为
演习现场。

通讯员 宣萍 摄

民生/社会

考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间为
7月6日8：00至8日17：30

学校录取时间为7月17日至22日

预计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19日

考生网上填报志愿时间为
7月24日8：00至25日17：30

学校录取时间为7月29日至8月1日

预计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31日

我省今年填报志愿和录取时间出炉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本科第A批
（文史、理工、体育）

本科第B批
（文史、理工、体育）

制图/孙发强
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