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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控规
编号

CY03-05-01

注：控规CY03-05-01地块配建公共厕所。

土地面积
（m2）

134136.38

土地
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国标代码：M1）

使用年限
（年）

50

规划指标

容积率

0.7≤容积
率≤1.2

建筑高度
（m）

≤24

建筑密度
（%）

≥30

绿地率
（%）

≤2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2260

评估单价
（元/m2）

950

评估价格
（万元）

12742.9561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资告字〔20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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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
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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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
该宗地位于三亚市创意产业园控规CY03-05-01地块内，面积

134136.38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34024.94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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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鉴于该宗地为工业用
地，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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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0万元/公顷。同时，结合三亚市规划局出具的三规用地函
〔2017〕343号文，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三亚市创意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三亚市创意产业
园控规CY03-05-01、CY03-11-02和CY03-11-04地块相关情况
说明的函》（三创园函〔2018〕18号），该宗地属海洋产业类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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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
亩，年产出强度不低于500万/亩，年税收贡献不低于3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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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亚市创意产业园控规》，控规CY03-05-01地块
规划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M1）。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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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智能海洋装备产品实验大楼、智慧海洋装备产品总装调试大楼等项
目;须按照园区规定要求完成产值比例和相关税费;须在签订《挂牌出
让成交确认书》后现场与三亚市创意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三亚市
产业用地发展协议书》（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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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
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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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6万元整（土地评估价格的60%）。竞
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格的审查。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2月28日到三
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咨询和购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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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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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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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13日09时00分至2018年3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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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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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23日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资告字〔2018〕2号

根据三亚市创意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三亚市创意产业
园控规CY03-05-01、CY03-11-02和CY03-11-04地块相关情况
说明的函》（三创园函〔2018〕18号），该宗地属海洋产业类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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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万/
亩，年产出强度不低于200万/亩，年税收贡献不低于1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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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亚市创意产业园控规》，控规CY03-11-02地块
规划用地性质为科研用地（A35）。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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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该宗地上建设海上
试验技术研究综合管理指挥科研楼、深海固定水声试验大数据获取平
台等项目;须按照园区规定要求完成产值比例和相关税费;须在签订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现场与三亚市创意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
《三亚市产业用地发展协议书》（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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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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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73万元整（土地评估价格的60%）。
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格的审查。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8年1月23日至2018年2月28日到三

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咨询和购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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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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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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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13日09时00分至2018年3月2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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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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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23日

控规
编号

CY03-11-02

土地面积
（m2）

177818.21

土地用途

科研用地（国
标代码：A35）

使用年限
（年）

50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2

建筑高度
（m）

≤24

建筑密度
（%）

≤30

绿地率
（%）

≥35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

评估
单价

（元/m2）

1394

评估
价格

（万元）

24787.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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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
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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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
该宗地位于三亚市创意产业园控规CY03-11-02地块内，面积

177818.21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77667.93平方米），规划用
地性质为科研用地（国标代码：A35）。同时，结合三亚市规划局出具的
三规用地函〔2017〕343号文，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新华社合肥1月22日电（记者徐
海涛）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
该校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等组成
的科研团队，与奥地利科学院安东·塞
林格研究组合作，近期利用“墨子号”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中国和奥地利
之间实现距离达7600公里的洲际量
子密钥分发，并利用共享密钥实现加
密数据传输和视频通信。

该成果标志着“墨子号”已具备实
现洲际量子保密通信的能力，为未来
构建全球化量子通信网络奠定了基
础。相关成果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

在日前出版的国际学术期刊《物理评
论快报》上。

在中奥科研团队合作下，“墨子号”
分别与河北兴隆、奥地利格拉茨地面站

进行了星地量子密钥分发，通过指令控
制卫星作为中继，建立了兴隆地面站与
格拉茨地面站之间的共享密钥，实验中
获取共享密钥量约800kbits。

基于共享密钥，采用一次一密的
加密方式，中奥联合团队在北京到维
也纳之间演示了图片加密传输。结合
高级加密标准AES-128协议，每秒更

新一次种子密钥，中奥团队建立了一
套北京到维也纳的加密视频通信系
统，并利用该系统成功举行了75分钟
的中国科学院和奥地利科学院洲际量

子保密视频会议。
“墨子号”卫星与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地面站之间实现成功对接，表明了
通过“墨子号”卫星与全球范围任意地
点进行量子通信的可行性与普适性，
并为形成卫星量子通信国际技术标准
奠定了基础。

该成果由中科大教授潘建伟及同事
彭承志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中科院上
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王建宇研究组等、微小
卫星创新研究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国家
天文台、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与奥地利
科学院安东·塞林格研究组合作完成。

量子计算，一场接近 的竞逐
5量子比特、10量子比特、50量子比特，一场你追我赶、争相领先的激烈竞逐近年来正在量子计算领域上演。
传统计算机要100年才能破解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可能仅需1秒，如此“洪荒之力”、酷炫前景各国岂能袖手旁观？
去年底，美国IBM公司宣布推出全球首款50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领域的竞争进入关键阶段。

当魔幻般的理论在现实中推动进
步，各国的科研实力体现无疑。

在IBM公司宣布成果的半年前，
中国科学家已发布世界首台超越早期
传统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实现10
个超导量子比特纠缠，在操纵质量上
也是全球领先。

从个位数到几十量子比特的进
展，各国你追我赶，这到底是为什么？

从1970年到2005年，正如摩尔
定律预测的一样，每18个月集成电路
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约增加一倍，
计算机的性能也相应提升近一倍。但

2005年后这种趋势就开始放缓，极其
微小的集成电路面临散热等问题考
验。

如果按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当集
成电路的尺寸接近原子级别的时候，
电子的运动也不再遵守经典物理学规
律，这个时候量子力学将起到主导作
用。

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就已预言
问题所在，并提出量子计算才是方
向。这也不约而同成为各主要国家关
注的焦点。

传统计算机的基本数据单位是比

特，而量子计算机以量子比特衡量。
有观点认为，如果量子计算机能有效
操纵50个左右量子比特，能力即超过
传统计算机，实现了相对传统计算机
的“霸权”。这种“量子霸权”正是各科
研机构竞相追逐的目标。

近来，科技巨头纷纷宣布重要进
展。除IBM的50量子比特计算机原
型，英特尔也在1月份宣布研制49量
子比特的测试芯片。但这些企业没有
发布详细性能报告，用词离不了“原
型”和“测试”，更没有宣称已经实现

“量子霸权”。

这是因为量子比特光有“数量”不
够，还得有“质量”，即通过纠缠等方式
操纵量子比特互相关联，才能有效利
用它们进行量子计算。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潘建伟团队去年5月实现的10个
超导量子比特纠缠，就是有“质量”的
量子比特，但离“量子霸权”还有相当
距离。

“很显然，建造量子计算机现在是
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竞赛。”美国得克萨
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量子信息中心主任
斯科特·阿伦森说。他认为，未来一年
左右将可能有人赢得“量子霸权”竞赛。

人类已进入一个能看到量子计算
机将要“出生”的时间段。中国科学院
院士、量子计算专家、图灵奖获得者姚
期智说，这是“最后一公里”，但也是一
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业内专家指出，量子计算需要克
服环境噪声、比特错误和实现可容错
的普适量子纠错等一系列难题，真正
量子计算机研发挑战巨大。

那么量子计算到底魅力何在，让
全球都不愿错失良机？

起源于1900年普朗克所提理论
的量子力学，描述了看似魔法的物理
现象。在微观尺度上，一个量子比特
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而不像传统
计算机中的比特只能处于0和1中的

一种状态。
这样的一些特性，让量子计算机

的计算能力能远超传统计算机。美国
谷歌公司等机构在2015年宣布，它们
的“D波”（D－Wave）量子模拟机对
某些问题的求解速度已达到传统计算
机的1亿倍。虽然它并不被认为是真
正的量子计算机，但量子计算的巨大
潜力已经显露。

为加速进入量子计算机阵营，各
国政府纷纷加大投入。欧盟在2016
年宣布投入10亿欧元支持量子计算
研究，美国仅政府的投资即达每年3.5
亿美元。中国也在大力投入，目前正
在筹建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一期总
投资约70亿元。

如果“量子霸权”实现，人类计算
能力将迎来飞跃，接下来就会是在多
个领域的推广。一些行业巨头已经盯
上了量子计算未来应用：阿里巴巴建
立了量子计算实验室；中科院与阿里
云合作发布量子计算云平台；IBM也
在去年宣布计划建立业界首个商用通
用量子计算平台IBM Q，还与摩根大
通等公司合作计划在2021年前推出
首个在金融领域的量子计算应用。

更不用说在军事、安全等敏感领
域，量子计算一旦成熟，就可以攻破需
要大量计算的传统难题，比如密码破
解等。

“我相信量子技术在21世纪的重
要性可与上个世纪的曼哈顿计划相

比。”著名量子科学家潘建伟院士说。
也就是说，量子技术可能像曼哈顿计
划造出原子弹那样改变世界格局。

潘建伟等中国科研人员正在不断
取得成果，在光与冷原子系统、超导系
统等多种量子计算技术路线上同时发
展，希望在未来10年，实现上百量子
比特的纠缠。

潘建伟曾用“笋”来比喻中国量子
计算领域的发展。因为笋尖刚长出来
时进展较为缓慢，一旦长起来便越来
越快。他说中国的量子计算就如“春
笋”，“我们的爆发式增长也已到了‘相
变点’”。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记者杨
骏 黄堃）

各科研机构竞相追逐“量子霸权”

重要性可与上个世纪的曼哈顿计划相比

在中国和奥地利之间 距离达7600公里

“墨子号”成功实现洲际量子密钥分发
为未来构建全球化量子通信网络奠定了基础

实验中获取
共享密钥量约
800kbits

在中奥科研
团队合作下

墨子号分别于
河北兴隆、奥地利格
拉茨地面站进行了
星地量子密钥分发

通过指令控
制卫星作为中继

表 明 了 通 过“ 墨 子
号”卫星与全球范围任意
地点进行量子通信的可
行性与普适性，并为形成
卫星量子通信国际技术
标准奠定了基础

建立了兴隆地
面站与格拉茨地面
站之间的共享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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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鲁木齐南山观测站，“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过境，科研人员在做实
验（合成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