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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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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红沙片区控
规B-030地块内，该宗地面积126.06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125.98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用地勘测定界图。该宗地为
雷德万与三亚润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权属用地之间的一块缝隙地，鉴于
该宗地面积较小且形状狭长，难以单独开发建设，为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土地，应纳入控规B-030地块内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根据国土资
源部《关于运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加强土地供应和开发利用
监管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26号）及三亚市规划局出具的三规用地
函〔2017〕87号文，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三土资告字〔2017〕16号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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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国土资源局审核
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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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万元整
（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
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7年 9 月 8日至2017
年 10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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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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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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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09时00分 至 2017年 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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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8日

控规
编号
B-030
合计

土地面积
（m2）
126.06
126.06

用地规划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
/

使用年限
（年）
70
/

容积率
1.0<容积率≤2.0

/

建筑高度（m）
≤64
/

建筑密度（%）
≤30
/

绿地率（%）
≥30
/

评估单价
（元/m2）
8230
/

评估价格
（万元）
103.7474
103.7474

规划指标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9HN0090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城区四套房产：1、沿
江西东路大成商住区F2栋 105房，房产所有权证号为房证字第
26435号，四室两厅双卫跃层结构，建筑面积174.23m2，挂牌底价
85.02万元；2、沿江西东路大成商住区F2栋305房，房产所有权证
号为房证字第 26320 号，四室两厅双卫跃层结构，建筑面积
184.92m2，挂牌底价91.54万元；3、国贸大道王府公寓9层D座，房
产所有权证号为房证字第28505号，两室两厅平层结构，建筑面积
100.34m2，挂牌底价54.79万元；4、国贸大道王府公寓10层E座，房

产所有权证号为房证字第28506号，两室两厅平层结构，建筑面积
100.34m2，挂牌底价55.39万元。以上四套房产均采取“网络报价，价
高者得”的方式确定受让方，每个项目需缴纳挂牌底价的30%作为竞
买保证金，公告期：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9月21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
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海口市
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
66558003（施女士）、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9月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通
过要约邀请竞价转让方式向境内投资者打包转让我司持有的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千龙林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特种作物开发中心、海南保亭三合庄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3户债权，本次债权包竞价转让采用连续竞价方式。
截至2015年12月20日，债权包本金合计632万元，利息合计

826.55万元，本息合计1458.55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千龙林场
保亭县特种作物开发中心
海南保亭三合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地区

保亭
保亭
保亭

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本金
3,920,000.00

500,000.00
1,900,000.00
6,320,000.00

利息
4,926,044.57

881,699.93
2,457,801.30
8,265,545.80

合计
8,846,044.57
1,381,699.93
4,357,801.30

14,585,545.80

2015年12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以及与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
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债权具体情况及相关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
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一、处置方式：竞价转让
二、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款。
三、竞价日程安排

预定工作时间
2017年9月8日
2017年9月8日-2017年9月12日
2017年9月12日下午4:00前

2017年9月14日上午9:30

工作流程安排
在长城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gwamcc.com)和《海南日报》发布竞价转让公告
接受竞买人业务咨询、进行竞买人资格审查、领取竞买文件、办理竞买手续、缴纳保证金、查阅文件资料
缴纳竞价保证金500万元
在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楼我司会议室举办竞价会、提交竞价书、签署竞价成交确认
书及债权转让协议

注：该时间表为我司初步拟定，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四、公告期限：2017年9月8日起至2017年9月12日。公告期内，

我司受理该资产竞价有关的咨询和办理竞价登记手续等相关事项。
五、其他事项
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的承诺。投资者可根据我司提供的相

关资料出价购买上述资产，在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前，我司不
对任何潜在的、已注册或我司给予竞价资格的投资者承担任何责任。

我司欢迎有意向的境内投资者前来咨询、洽谈（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以
及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六、联系人、联系方式
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司，

竞价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0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楼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孔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7年9月8日

关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千龙林场等3户债权转让竞价公告

根据海南省政府、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人社厅关于就业补
助资金的有关文件精神，为减轻就业困难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参保
压力，鼓励其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就业，我局加大力度开展灵活就
业社会保险补贴申报工作，现就具体事宜通告如下：

一、补贴对象及标准
（一）在海南省社保局参保的就业困难人员和随军家属
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的“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享

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员、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人员、完全失地农民和随军家属等实
现灵活就业后，按其个人实际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的66%
给予补贴（不高于“缴费期间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相应险种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率×缴费月数×66%”，下同）。补
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对初次核定享受补贴政策时距退休年龄
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

（二）在海南省社保局参保的高校毕业生。离校1年内未就业
的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后，按其个人实际缴纳养老保险和医
疗保险费的66%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

二、申报材料

符合申报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
（二）就业援助对象认定申请表；
（三）《就业失业登记证》、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随军家

属还须提交随军家属证明、毕业生还须提交毕业生证书）；
（四）社会保险缴费凭证。
三、相关事宜
（一）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办法，符合申报补贴条

件的灵活就业人员要按规定同时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
（二）参加海南省本级社会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请集中于9

月1日至9月30日按要求将相关材料提交至我局就业指导处统
一办理。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请到参保地人力资源开发局（就业
局）申报补贴。相关表格可在我局官网（www.hnjy.gov.cn）下
载，或到办事柜台领取。

（三）办公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白龙南路53号海南省人力资源开
发局二楼办事大厅15号窗口。联系人：刘忠义，联系电话：6534425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2017年9月1日

关于申报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通告

各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

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琼府〔2015〕64号）和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人
社厅关于就业补助资金的有关文件精神，做好社会保险补贴申报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及标准
（一）各类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在海南省本级缴纳社会保险的各类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享受城镇
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员、持《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人员、完全失地农民），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
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实际招用人数，自劳动合同签订之日
起计算，对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
险费给予全额补贴，但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
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

（二）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在海南省本级缴纳社会保险的小微企业招用具有本省户籍的毕

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不含劳务派遣机构派至用工单位的毕业生），与
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实际招用人数，自
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对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
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全额补贴，但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小微企业标准参照《工业
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毕业
年度指自然年，即1月1日至12月31日。

二、申报材料

（一）各类企业申报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须提交以下材料：
1.单位招用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一式两份，附件1）；
2.就业援助对象认定申请表（附件3）；
3.社会保险补贴人员花名册（附件4）；
4.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失业登记证》；
5.居民身份证和《劳动合同》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6.社会保险缴费凭证。
（二）小微企业申报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须提交以下材料：
1.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一式两份，附件2）；
2.小微企业出具的小微企业自证证明及支撑材料，须加盖单位公章；
3.社会保险补贴人员花名册（附件4）；
4.享受补贴的高校毕业生毕业证书、居民身份证和《劳动合同》

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5.用人单位申报补贴期间的工资支付银行凭证；
6.社会保险缴费凭证。
以上附件可登陆我局官方网站（www.hnjy.gov.cn）下载。
三、相关要求
（一）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办法，用人单位必须按规

定及时足额为招用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
（二）参加海南省本级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请集中于9月1日至

9月30日，按要求将相关材料提交至我局就业指导处统一办理。地
址：海口市白龙南路53号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二楼办事大厅15
号窗口。其他用人单位请到参保地就业部门申报补贴。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2017年9月1日

（联系人：刘忠义，联系电话：6534425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关于做好社会保险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琼人发〔2017〕1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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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 9月 7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宇）如今手机支付越来越
方便，出门不带钱包，也能解决衣食住
行。然而，方便的背后也埋藏着隐
患。记者今天从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
心了解到，近期我省发生了4起支付
宝被盗刷的诈骗案，4人被骗，涉案金
额10万元。

三亚市民汪强（化名）日前报警称，
其支付宝里的1.8万元被人转走了。他
认为自己店里的员工小张有很大作案

嫌疑，但小张已经不知去向。了解情况
后，根据汪强提供的信息，警方马上对
嫌疑人小张的去向开展侦查。几小时
后，嫌疑人小张被警方抓获。

被抓获后，小张承认了盗刷老板
支付宝1.8万元犯罪事实。当民警问
及小张是如何将支付宝里的钱转走
的，小张表示，是通过“刷机”，重新下
载支付宝进行转账。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万宁。万宁
市民刘强（化名）在一家公司上班期间，
获取两名同事的身份信息后，多次以自
己手机没电等理由，在借用手机期间将
同事的支付宝盗刷4.5万元。案发后刘

强逃走。随后，刘强的两名同事向警方
报案。两天后，刘强被警方抓获。

在这两起案件中，嫌疑人并不知
道受害人的支付宝密码，却能够将受
害人支付宝里的钱转走。他们是怎么
做到的？

据嫌疑人刘强交待，因为同事的
支付宝账号与身份证号绑定，首先要
知道同事的身份证号码和支付宝账
号。拿到同事的手机后，通过刷机把
手机恢复出厂设置，这是第二步。紧
接着，在同事的手机上重新下载支付
宝，在登录同事支付宝账号时点忘记
密码，通过输入同事身份证号，获得一

个手机验证码，并重新设置密码，这是
第三步。等新密码设置好了，就可以
登录同事支付宝账号进行盗刷了。

据了解，我省近日共发生4起支
付宝被盗刷的诈骗案，4人被骗，涉案
金额10万元。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支付宝修改密码
有4种方式，其中一种就是“手机验证
码＋证件号”，输入证件号就可以收
到验证码，收到验证码就可以设置新
密码，就等于修改了密码。刘强就是
利用这种方式把两位同事支付宝密码
改了，从而可以登录同事的支付宝账
号进行盗刷。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规避支
付宝里的钱被盗的风险呢？

“最好能把储蓄存款用的账户和
平常网购支付用的账户分开，开通快
捷支付的银行卡上不要存太多的钱。”
该负责人说，不要把银行卡、身份证和
手机放在一个包里，也不要把身份证
和银行卡的照片存在手机里，更不要
将密码写在一张纸上放在钱包里或是
存在手机里，以免手机或钱包丢失
时造成损失。同时，要关闭支付宝手
机号登录功能，而开通用邮箱登入的
功能。这样在手机被偷或者丢失的情
况下，支付宝就不能被登录了。

我省连续发生4起支付宝被盗刷的诈骗案，涉案金额10万元

骗子只需4步就能盗刷支付宝
“全民消防 我代言”
大型公益行动启动

我省征集3000名
消防公益代言人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梅
思程）为全面发动社会各界进一步关注消防、学习
消防、参与消防，推动落实单位消防安全责任，提
升公众消防安全素质，今天起，海南消防总队在全
省组织开展“全民消防 我代言”大型公益行动。

据了解，在活动中，省消防总队将邀请3000
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广泛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各界人士，配以符合其身
份的消防宣传语，拍摄主题鲜明、表达生动、画面
鲜活的消防公益宣传海报，广泛张贴和宣传。消
防公益代言人面向人群不仅仅只有公众人物，只
要是热心消防公益事业的，不论身份、不论年龄都
可以成为代言人。

消防公益宣传海报制成后，将投放在城市及县
城公交车站灯箱、站牌及航站楼、火车站、码头广告
牌等位置，并在街道、社区、商市场、学校、医院、企
业等公共场所以及乡镇、农村等广泛张贴、悬挂。

申请人必填信息

本人姓名（集体）、联系方式、职业身份、
一条代言词（根据自身特点，准备一条消防主
题代言词）；选填信息：获得荣誉、先进事迹
（200字以内）。

报名要求

完善灭蚊蝇制度、卫生间除
锈、增设母婴房

我省高速公路
服务区提质升级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袁成志）公共卫生间器具焕然
一新，灭蚊蝇制度及痕迹化记录完善、绿
化区域修剪整齐、增设母婴房……近日
经过各方努力，我省高速公路各服务
区、停车区环境改善明显。

据悉，为切实改善我省高速公路
服务区服务质量，省公路管理局牵头
成立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与建设工作
组，针对当前服务区存在的各类突出
问题，自7月起对全省高速公路服务
区开展全面整顿。

目前，全省高速公路各服务区、停
车区公共卫生间和公共场区基本完成
整改，设施完善，管理制度规范，服务
功能已有较大改善，中石化龙桥服务
区还增设了母婴房，提供免费Wifi。

据悉，省公路管理局还将继续加大
服务区整改力度，完善服务区卫生间、休
息、餐饮、加气、汽修和照明等服务，完善
交通标志标线和指示标牌，设置交通宣
传栏，解决水果摊贩未入室等问题。

9月6日，经过升级改造的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景观焕然一新。
据介绍，那大城区中兴大街各路段升级改造如火如荼。此次园林景观改造整体设计及

施工按照海绵城市要求进行标准化建设，改造工程计划总投资额约1.4亿元。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儋州中兴大街景观
加速升级改造

报名方式和注意事项

投递方式：关注海南省各消防支队、大队
微信公众号，编辑代言人简介+照片+消防宣
传代言语发送至各消防支队、大队所留有的
联系邮箱。

不小于3M的本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