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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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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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理办法》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管理
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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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湾C6片区控规A-3-5地块,用地面积92671.90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92629.04平方米）。该宗地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根据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三服园管函〔2017〕
148号文件，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片区规划，该宗地属医疗健康服务产业用地。按照三亚市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社会投资项目参考经济技术指标的通知》（三府
〔2014〕159号）的要求，该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600万元/亩，产出强度不
低于250万/亩·年，税收贡献不低于20万/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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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医疗卫生用地，拟建设大型综
合性中医院。该宗地竞买人须承诺：如竞得该宗地使用权，须负责引进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三级甲等大型综合性中医医院。同时，须在签订《挂
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现场与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
《三亚市产业用地发展协议书》，并严格按照《三亚市产业用地发展协议
书》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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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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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至
2017年 12 月 27 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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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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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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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9 日09时00分 至 2017年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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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控规编号

A-3-5
合计

土地面积
（m2）

92671.90
92671.90

用地规划性质

医疗卫生用地
/

使用年限
（年）
50
/

容积率
≤0.8
/

建筑高度（m）
≤40
/

建筑密度（%）
≤35
/

绿地率（%）
≥30
/

评估单价
（元/m2）
1791
/

评估总价
（万元）

16597.5373
16597.5373

规划指标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国土资告字〔2017〕256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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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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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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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
受联合竞买；必须按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指定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7年11月29日至2017年12月26日到东方市
国土资源局办公楼三楼土地利用岗(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
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26日16时整（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
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
市国土资源局将在2017年12月26日17时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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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起始时间为：
2017年12月18日8: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
28日15:00（北京时间）。（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六）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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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价款，余款须于出
让合同签订后60日内一次付清，出让合同签订后30日内必须缴纳出让
价款60%的首付款。（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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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关规定。（九）挂牌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佣金和公证费按有
关规定收取。（十）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一）本公告未尽事宜详
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
告的组成部分。（十二）备注：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
14:3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

联系人：陆先生
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0898-65303602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4号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http://www.landchina.

com/；
http://www.dongfang.hainan.gov.cn。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29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竞买保证金
挂牌出让起始价
挂牌开始时间

东出让2017-03号
50年
≥10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土地用途

1692万元
2820万元
2017年12月18日08时00分

66646.56平方米
≥1.0
工业用地
估价报告备案号
加价幅度
挂牌截止时间

宗地坐落
建筑系数(%)
建筑限高

东方市新龙镇海榆西线新村段西侧
≥35
≤20米

4604917BA0042
1万元及其整数倍
2017年12月28日15时00分

日常火灾防范知识普及之二十

火场逃生常识火场逃生常识（（之四之四））

11.. 要考虑两个疏散通道要考虑两个疏散通道。。一个是能正一个是能正

常撤离的常撤离的，，比如高层建筑的安全通道比如高层建筑的安全通道。。在不在不

能通过安全通道逃生的情况下能通过安全通道逃生的情况下，，准备一条准备一条

逃生绳逃生绳。。也要考虑消防队有登高平台车这也要考虑消防队有登高平台车这

些装备些装备，，但要注意但要注意，，当建筑周边消防通道被当建筑周边消防通道被

堵塞堵塞、、起火建筑外空间不具备登高车作业起火建筑外空间不具备登高车作业

条件条件、、楼层高度超过登高车能够到达的高楼层高度超过登高车能够到达的高

度度、、气候条件不允气候条件不允

许时许时，，登高车是发登高车是发

挥不了作用的挥不了作用的。。

22.. 安排好家里的老人安排好家里的老人、、残疾人残疾人、、小孩小孩

子子，，最好有专人照看他们最好有专人照看他们。。

33..离开火场以后离开火场以后，，绝不要再返回绝不要再返回，，不要不要

惦记财物惦记财物。。生命比钱财重要的多生命比钱财重要的多，，这一点非这一点非

常重要常重要。。

44..要有一个安全的集结场地要有一个安全的集结场地。。逃生后逃生后，，

全家人都要在那里集中全家人都要在那里集中，，以免失散或发生以免失散或发生

其他意外其他意外。。

建议建议：：最好一年演练一次最好一年演练一次，，万一发生火万一发生火

灾灾，，可减轻家庭成员的紧张情绪可减轻家庭成员的紧张情绪，，利于逃生利于逃生。。

11..记住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位置记住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位置，，熟悉几熟悉几

条家庭逃生路线条家庭逃生路线。。

22..遭遇火灾遭遇火灾，，不要惊慌失措不要惊慌失措，，应沉着冷静应沉着冷静，，

沿着逃生路线逃生沿着逃生路线逃生，，切勿乘坐电梯切勿乘坐电梯。。

33.. 穿过浓烟时穿过浓烟时，，应弓腰低身应弓腰低身，，尽量用浸湿尽量用浸湿

的衣物捂住口鼻的衣物捂住口鼻，，以免吸入有毒烟雾以免吸入有毒烟雾。。

44.. 身上着火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千万不要奔跑，，就地打滚灭就地打滚灭

火火。。

55.. 开门时感觉大门发烫开门时感觉大门发烫，，切勿开门逃生切勿开门逃生，，

以防大火窜入房内以防大火窜入房内。。应用浸湿的衣物塞住门应用浸湿的衣物塞住门

缝缝，，并泼水降温并泼水降温，，防止有毒烟雾进入房间防止有毒烟雾进入房间。。

66..遭遇大火和浓烟封堵所有逃生路段遭遇大火和浓烟封堵所有逃生路段，，应应

立即退回室内立即退回室内，，关闭房门关闭房门，，切勿跳楼切勿跳楼。。应跑到阳应跑到阳

台挥舞衣物台挥舞衣物、、呼叫和打电话发送求救信号呼叫和打电话发送求救信号，，等等

待救援待救援。。

77.. 被困低层被困低层，，可用床单等结绳可用床单等结绳，，一头系在一头系在

床腿或窗框上床腿或窗框上，，一头扔到楼下一头扔到楼下，，顺着所结的绳顺着所结的绳

子下楼子下楼，，还可以通过落水管逃生还可以通过落水管逃生。。

制定家庭逃生计划 家庭火灾逃生法则

本报三亚11月27日电（记者孙
婧）2017国际泳联年度颁奖盛典将于
12月2日（本周六）在海南三亚举行，届
时包括中国游泳领军人物孙杨在内的
国内外泳坛明星，将聚首三亚一同见证
这项世界泳坛“奥斯卡”在中国的首秀。

据悉，国际泳联年度颁奖盛典，是
世界泳坛最具权威的颁奖典礼。今年

颁奖盛典的主题为“泳水逐梦 蓝色光
荣”，将于12月2日19时至22时，在三
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举行。当晚将揭晓
年度最佳游泳、跳水、花样游泳、高台跳
水、公开水域游泳运动员，以及最佳水球
队伍、年度教练成就奖等14个奖项。

中国游泳队队长孙杨、“洪荒少
女”傅园慧、多次在国际大赛上为中国

争光的花游姐妹花蒋文文、蒋婷婷，以
及英国“跳水神童”托马斯·戴利、奥运
会冠军、南非名将查德·勒·克洛斯等
多名活跃在泳坛一线的明星运动员将
聚首三亚。此外，田亮、熊倪、高敏、郭
晶晶等众多昔日家喻户晓的奥运冠军
和世界冠军也将出席。

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头戏开始前，

还有多项与之相关的公益活动相继在
三亚举行。12月1日15时至16时，
与会嘉宾将参加“泳坛明星公益行走”
活动；12月2日9时，“浩沙·全球游泳
运动与城市旅游发展论坛”在三亚湾
红树林度假世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当日14时，由孙杨和托马斯·戴利授
课的“世界明星&全民游泳公开课”，

将在三亚体育中心进行，届时，三亚中
小学生代表将一同感受世界级的游泳
公开课。

2017国际泳联年度颁奖盛典，由
国际游泳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
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海南省文化广电
出版体育厅、三亚市人民政府、阿里体
育（上海）有限公司承办。

国际泳联年度颁奖盛典本周六三亚举行
孙杨、傅园慧等众多泳坛明星将聚首三亚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7 中
国·陵水国际水上运动季活动近日落
幕。在世界冲浪巡回赛亚太区联赛
（陵水站）比赛中，来自法国的职业冲
浪选手Charles Martin获得冠军，美
国选手Kei Kobayashi屈居亚军。

世界冲浪巡回赛亚太区联赛（陵
水站）是继2016年冲浪运动短板项目
被纳入2020东京奥运会后，在中国
境内举行的首场职业短板赛事。本
次比赛吸引了 20 个国家和地区约
100名世界顶尖冲浪选手参加。在
赛事举办期间，中国·陵水国际水上
运动季还进行了水上摩托艇、帆板、
风筝冲浪等精彩的水上运动表演及
体验，以及以青少年为主的国际水域
安全教育、倡导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

“迪卡侬·蔚蓝力量计划”全民健身活
动、关注“来自星星的孩子”沙滩冲浪
板涂鸦等系列公益活动。

此次陵水国际水上运动季充满人
文关怀。“来自星星的孩子”活动由30
个自闭症亲子家庭与老师组成，以趣
味的沙滩冲浪板涂鸦创作，丰富的亲
子户外体验内容，让更多人走进自闭
症亲子家庭心中的美好世界。活动中
孩子们的涂鸦冲浪板作品将进行慈善
拍卖，拍卖后的善款将用于天翼特教
培训中心的教育用途。

“迪卡侬·蔚蓝力量计划”全民健

身活动以体育形式与海洋产生互动，
通过沙滩艺术行为吸引上百名游客
和体育爱好者，一同在美丽的陵水清
水湾感受纯净的海洋生态带来的美
好体验，呼吁大家尽自己微薄的力
量，将美丽蔚蓝还给海洋。此次活动
从源头上把控生态关，提高群众参与
意识，让市民游客共享美好生态环境
带来的福祉。

陵水借助中国·陵水国际水上运
动季青少年水域安全教育，深化水上
安全教育培训，大力推动水上安全教
育融入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丰富

水上安全教育实践活动内容，把水上
安全教育的知识课堂带到社会实践。
同时，以体育运动、休闲娱乐活动、健
康旅游的形式，让大众参与到海洋生
态文明及海湾保护的建设中来，通过

“体育+旅游+公益+教育”四位一体
全民亲水活动，打造“国内首个全域水
上运动的市县标杆”品牌形象。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陵水以
运动竞技、体育休闲、娱乐生活、户外
体验、健康旅游的形式，向大众推介海
洋生态文明，以水上运动行业为基础，
带动陵水水上运动产业的发展。

“体育+旅游+公益+教育”四位一体全民亲水

陵水举办国际水上运动季活动

■ 阿成

还有两周时间，东亚杯足球赛将
在日本开踢，出战此次比赛国足23人
名单27日公布。这份名单引起热议，
盖因多名新人入选，一众老将缺席。

这期国足名单中共有6名U22
球员入选，他们是邓涵文、何超、高
准翼、杨立瑜、刘奕鸣和韦世豪。其
中，韦世豪、刘奕鸣、杨立瑜为首次
入选国足。而冯潇霆、郜林、武磊、
蒿俊闵、曾诚、张稀哲、黄博文、梅方
等国家队常客大面积缺席。此前国
家队的主力框架中只有张琳芃和吴
曦进入了东亚杯名单。这些老将缺
席原因不一，黄博文、梅方因伤缺
阵，张稀哲因受足协纪律处罚而落
选，更多的队员则因为一个赛季的
征战后身心疲惫，里皮让他们“提
前”进入休假期。

征战此次东亚杯的阵容称之为
“二队”恐不为过，众多主力缺席，国
足实力大打折扣，东亚杯的战绩难
被看好。其实大多数老将或原有主
力球员只要咬咬牙，应该可以坚持
踢完东亚杯的，但里皮实行大幅轮
换，用意何在？两个信号不难看出：

国足开始下一个周期的换血；此次
东亚杯旨在练兵成绩为次。

此次国足名单，除了 6 名 U22
小将外，傅欢、贺贯、赵宇豪等球员
为 93 后。“小鬼当家”出征东亚杯，
可以说国足开始了新一轮的新老交
替，里皮要考察更多的年轻球员，为
未来国足的全面重组、为2022年世
界杯，提前做准备。在缺席此次东
亚杯的老队员中，武磊、张稀哲甚至
冯潇霆等，还将是国足的主心骨，但
有的未必能坚持到2022年；而更多
的老将，恐怕要和国足说再见了。

至于东亚杯战绩受影响，也没
什么大不了的。中国队以往多以主
力阵容出战东亚杯，战绩还不错，但
这些好成绩却不值得炫耀，众所周
知，日韩两强历来不重视东亚杯，基
本上是“二队”甚至“三队”出战。韩
国队此前也公布了参加本届东亚杯
的名单，基本由效力于中日韩三国
联赛的球员组成，孙兴慜、寄诚庸等
旅欧球员都不在阵中。日本队尚未
公布正式名单，估计也不会招入旅
欧球员，而且新科亚冠冠军浦和红
钻有世俱杯任务，该队阵中的日本
国脚也不会亮相东亚杯。此次东亚
杯国足派出“二队”与日韩的“二队”
交锋，更有实战价值和对比意义。

“二队”战东亚杯
国足开始换血

“谁是球王”
省民间乒乓球赛收拍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年“谁是球王”海
南省民间乒乓球赛日前在海南省体育综合训练馆
六楼落幕。郑紫轩夺得男单冠军，林秋萍夺得女
单冠军；男、女子双打冠军分别为林仕才/冯伟山
和莫双萍/海云；夫妻混合双打桂冠由许杰雄/蒋
林梅摘得。

“谁是球王”海南省民间乒乓球赛由海南省文
体厅主办，海南省体育总会承办。比赛旨在推动
健康生活理念，营造全民健身运动的氛围，进一步
推动海南省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本次比赛的举
办，丰富了乒乓球爱好者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为广
大球友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切磋球技的机会。
共有来自海南各地的200多名民间乒乓球好手参
加比赛，比赛为期两天。

广州粤羽因欠薪被取消参赛资格

新赛季羽超仅7队参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2017－2018

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将于11月30日点燃
战火，本赛季共有7支球队参加，比上赛季少了一
支。广州粤羽俱乐部由于拖欠运动员薪酬问题迟
迟未解决，被羽超联赛组委会取消了参赛资格，并
降级为甲级俱乐部。

羽毛球名将林丹今年5月通过微博发表了
《关于粤羽俱乐部拖欠薪金的声明》，称该俱乐部
拖欠包括他在内的7名本土球员薪金令人心寒。

11月28日，中国羽协发布了关于取消广州
市粤羽羽毛球俱乐部2017－2018中国羽毛球俱
乐部超级联赛参赛资格的公告。公告中提到，鉴
于广州市粤羽羽毛球俱乐部在上赛季拖欠运动员
工资，联赛组委会多次要求并致函后仍未按时解
决。根据《2017－2018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
联赛纪律处罚规定（试行），决定取消该俱乐部新
赛季参赛资格，降级为甲级俱乐部。

NBA昨日战报
76人91：113骑士

活塞118：108凯尔特人

开拓者103：91尼克斯

马刺115：108小牛

火箭117：103篮网

步行者121：109魔术

湖人115：120快船

国王110：106勇士

陵水国际水上运动季活动场景。 小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