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新闻 2017年11月2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王红卫 美编：杨薇B02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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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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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中心渔港控规YG2-02-01
地块内，该宗地面积3101.42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3098.74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用地勘测定界图。根据三亚市规划局出
具的三规用地函〔2017〕189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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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南省商务厅、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海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海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及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于2007年8月9日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
海南省成品油零售、仓储经营审批程序的通知》（琼商务建〔2007〕281
号）的要求，凡具有海南省商务部门核准的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的公司
均可参与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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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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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至2017年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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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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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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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1 日09时00分 至 2017年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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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

控规
编号

YG2-02-01
合计

土地面积
（m2）
3101.42
3101.42

用地规划性质

加油加气站用地
/

使用年限
（年）
40
/

容积率
容积率≤0.4

/

建筑高度（m）
≤15
/

建筑密度（%）
≤30
/

绿地率（%）
≥25
/

评估单价
（元/m2）
2760
/

评估总价
（万元）
855.9919
855.9919

规划指标

公告人根据海南省物价局相关旅游价格管理规定，通过追溯

自查发现，2016年5月l日至9月30日旅游淡季期间，公告人在销

售海南分界洲岛旅游景区门票过程中，存在少量以超出淡季最高

限价25元/人次(不含过渡船票）的价格向部分游客销售景区门票

的情形；另经追溯自查，公告人于2016年2月l日至2月3日期间

存在未及时停止向游客代征政府价格调节基金的情形。

以上多收价款，公告人已提存至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并委

托该所办理退款相关事宜。请曾于2016年5月l日至9月30日期

间以30元/人次购买分界洲岛旅游景区门票的游客以及曾于

2016年2月l日至2月3日购买过分界洲岛旅游景区政府价格调

节基金的游客，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持本人身份证明以及购买门

票凭证或购买价格调节基金凭证，到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办理相

关退款手续。

2016年5月l日至9月30日以30元/人次购买门票的游客，

按5元/人的标准退还；2016年2月l日至2月3日购买价格调节基

金的游客，按3元/人的标准退还。

公告人：陵水环球旅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退款经办单位：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亚希大厦9层
办公室电话：0898-65345096
退款经办人：张涛律师 联系电话：13518841113

王晓律师 联系电话：13976985666
公告人：陵水环球旅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0月31日

退 款 公 告

一、概况：为切实解决我院当前的发展瓶颈障碍，完善生产经
营管理，壮大企业实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就我
院战略发展规划与人力资源管理开展咨询研究，以实现我院做大
做强和跨越性发展，打造一流技术支撑平台。二、时间要求：2017
年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项目成果定稿工作。三、项目费用：原则
上不超过人民币40万元。四、征选条件：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2、
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3、投标人以集团或总
公司名义投标的，其下属子公司或分公司不得参加投标；4、本项目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5、近三年无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
结、破产状态；6、近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7、具有
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五、报名材料：1、报价函；2、机
构简介；3、同类项目业绩证明；4、工作方案；5、申请单位根据自身
优势提出更有价值的内容。

请于2017年11月8日下午5：30前将报名材料（加盖公章）快
递或直接送达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73号农建友谊大厦1108
室。联系人：李女士，0898-65392761。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查询：
http://www.hnlspd.com.cn。

海南国源土地矿产勘测规划设计院 2017年11月2日

海南国源土地矿产勘测规划设计院

公开征选战略发展规划与人力
资源咨询项目研究机构公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11HN017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文联路13号明苑楼九套房产：

一、明苑楼共两幢，建成于1990年，混合结构五层，南北通
透。小区处于海口市中心繁华区域，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完善，
日常生活方便，居住、出租两便，投资价值看好。

二、承租方在同等报价下享有优先购买权，该优先购买权的行
使方法及每个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站公告。公告
期：2017年11月2日至2017年11月15日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
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
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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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30（杜女士）、0898-
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11月2日

标的名称
第一幢B座301房
第一幢B座401房
第一幢B座501房
第二幢D座101房
第二幢D座201房
第二幢D座301房
第二幢D座401房
第二幢D座501房
第二幢F座301房

建筑面积（m2）
125.94
125.94
125.94
126.77
135.41
135.41
135.41
135.41
102.67

挂牌价（元）
479831
498722
475424
521025
576847
583617
576847
570076
427107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11HN018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转让琼海博鳌培训中心（原金芙蓉度
假村）房屋建筑物及地上构筑物、土地使用权、设备及存货等资产，
转让价格为20070.2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面积为80520m2（约
120亩），房屋建筑面积为14451.72m2，存货及设备资产共311项，
主要包括蒸汽锅炉、康明斯发电机组、电脑、液晶电视等。一、项目
简介：琼海博鳌培训中心于1998年正式营业，2015年歇业。本项目
位于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万泉河口滨海旅游区，距博鳌亚洲论坛会
址10公里，距海口市108公里，据三亚市170公里。本项目内有3
栋标准客房楼和三栋别墅，拥有客房150间，床位290个，服务中心
设有接待大厅、多功能大型会议室及餐厅、大会议室、小会议室、歌
舞厅；在琼海博鳌培训中心设有3000多平米露天游泳池和温泉池，
在泳池的西部为标准网球场。与经营相配套的供电、供热、供排水
系统，会议系统等设施一应俱全。二、公告期：2017年11月2日至
2017年11月29日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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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8-66558030（杜女士）、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11月2日

抢鲜读
证券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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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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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
围绕3400点整理

重拾升势 关注景气度高行业

(H04)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完善在琼机构布局 服务美好新海南建设
三年累计发放各类信贷资金312.96亿元

(H09)
大股东股权质押 爆仓风险解除

洲际油气油田业务持续高增长

(H10)
“资本市场走进市县 助力特色产业发展”专题培训走进琼东北片区

转变资本经营理念力助地方产业发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引起热烈反响

“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

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用深刻话语和实际行动，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率，指引大家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在

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作出贡献的同时书写好自己的人生篇章。

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
址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纪念馆
一层序厅，巨幅党旗如鲜血浸染。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带
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重温
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
大厅。

“总书记的领誓让人心潮澎湃，
总书记的教诲更是振聋发聩。”纪念
馆馆长张黎明说，“誓词中浸润着中

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牢记誓
词、不忘初心，坚守信仰、坚定理想，
我们就能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
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
点。这是党中央的庄严承诺，也必
将成为全党上下的自觉遵循。”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也不能
忘记走过的路。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
贵州考察，专程到遵义参观了遵义

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
“总书记说，要给大家好好讲，

告诉大家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
陈列馆管理所所长周芸竹回忆起2
年前的情景依然十分激动，“我理
解，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
强调不忘初心，就是要求我们不能
忘记走过的艰难历程，遇到再大的
困难，也要坚定信心、百折不挠，不
畏艰难、永远向前。”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5年前，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

记的习近平，首次国内考察就来到
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向莲花山公
园山顶伫立的邓小平铜像敬献花
篮，传递出我们党为了国家发展和
人民幸福勇于变革、勇于创新的不
变初心。

5年来，深圳在保持经济稳健增
长的同时，继续走在改革开放的最

前沿。
从一片滩涂到高楼林立的创新

高地，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谈
起5年来“特区中的特区”前海的变
化感慨万千：“事业无止境，奋斗永
不止。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勇于变
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
滞。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
断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谱写出改革
开放的新篇章。”

穿越革命年代、建设时期，跋涉
一段段改革历程，中国共产党领航
中国迈入意气风发的新时代。

“这 5 年是幸福感最强的 5
年。”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中街街
道办事处主任王津从电视上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的消
息，对“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
巨”感触最深，“96 年来，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这值得我们每个人骄
傲和自豪。”

深秋时节，江西省吉安县沉浸
在一片喜悦中。国务院扶贫办1日
正式宣布，吉安县等26个国家级贫
困县脱贫摘帽。

“脱贫摘帽只是万里长征第一
步。”吉安县委书记李克坚说，“我们
要向党中央看齐，牢记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
使命，不断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
美好的生活。”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担当。
辽宁鞍钢齐大山铁矿露天采

场，53岁的修路工人高森山的安全
帽在晨曦中闪耀着光辉。

“这些年企业收入稳中有升，
不少职工买了楼房、开上了轿
车。”高森山说，“十九大提出要解

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相信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会越
过越好。”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
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在全军和
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官兵们表
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人民军
队来讲，就是要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杨根思
连”连长王震说：“建设一支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
军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支撑。要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
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
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
军民融合，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启了一个崭
新的时代。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带领人
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牢
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步一
个脚印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
前进；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的作风，不畏艰难、不怕牺牲，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总书
记就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赴
一大会址，从我们党诞生的地方寻
找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我们要
从中体会党中央的深意，学习好、
领会好十九大精神，把十九大提出
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十九

大代表、四川省蒲江县两河村党支
部书记姚庆英连日来认真学习十
九大报告，已写下 14 页心得体
会。她表示，将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切身感受宣传好党的十九大精
神，在当地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的高潮。

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
共产党长盛不衰、枝繁叶茂的根
本原因。

四川省雅安市坪阳村党支部书

记王志伟说：“总书记要求我们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保持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作为一名基
层党员，一定牢记党的宗旨，用诚心
和爱心对待群众，带领村民过上更
美好的生活。”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
迁，精神永恒。

“嘉兴南湖是我们党启航、凝
聚、升华‘红船精神’的地方。”南湖
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宪义说，习近平

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南湖
瞻仰红船，再一次深刻阐述了“红船
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
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
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
神，令广大党员深受教育。

“我们一定要结合时代特点大
力弘扬‘红船精神’，用每一位党员
的不懈奋斗，让‘红船精神’永放光
芒。”张宪义说。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全国法院四年来依法宣告
4000多被告人无罪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罗沙）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周强1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情况
的报告》时说，2013年至2017年9月，人民法院
共依法宣告4032名被告人无罪。

报告显示，截至目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
全会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18项改革任务
已经完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
改革的意见》提出的65项改革举措已全面推开。

据悉，人民法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夯实司法人权保障的制度基石。完善冤
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人
民法院依法纠正重大冤错案件37件61人。积极推
进庭审实质化，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积极
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截至
2017年9月，251个试点法院审结认罪认罚案件6.9
万件7.8万人，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42.7%。

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发力”

百万余人主动履行义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罗沙）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情况的报告》显示，人民法院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
的联合信用惩戒。截至2017年9月，109.9万人
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了义务，从而被从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中删除。

报告显示，人民法院继续健全失信被执行人
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联合60多个单位构
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网络，累计公开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861万人次，限制842万人次购买机
票，限制327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限制7.1万
名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

以电代油助力“海丝”港口绿色发展
11月1日，在福建省石狮市石湖港区，“油改

电”后的龙门起重机在吊装集装箱。
近年来，“海丝”重要港口福建省石狮市石湖

港区推行“以电代油”，在国家电网的支持下对港
区的24架轮胎式龙门起重机进行“油改电”技术
升级。升级后的港区吊装单箱能耗下降80%以
上，年减少燃油消耗约1800吨。

石湖港区位于福建省石狮市，是一个吞吐量
10万吨级的港口，航线直达东南亚地区，每天平
均进出船舶超过30艘。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不忘初心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牢记使命 不断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永远奋斗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团结一心、苦干实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