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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场服
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为金秋车展配套服务，
主要包含批文报备、现场搭建等服务（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注册资本超过
500万元（含500万元），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
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为保障项目执行力，
投标需公司拥有10人以上缴纳社保的固定团队人员，50人以上
优先考虑；具备海口市会展设计搭建工程一级以上资质，有较强
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会展活动工作经验，且年主场服务
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7月13日至19日，每日上
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间），在海南
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展公司报名，报名
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委托书
（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
（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18年7月23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刘女士66810859

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场服务项目

招标公告

英迪格滨海酒店项目位于文昌市龙楼镇淇水湾地段，建
设单位为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总用地面积35266.15
平方米（折合52.9亩），项目用地属《海南文昌铜鼓岭国际化生
态旅游区淇水湾区域(西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规划方案
经市第46次规委会审议通过。现报来方案规划指标为：总建
筑面积42388.71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27578.6平方米，
容积率0.78，建筑密度20%，绿地率30%，停车位143个，其中
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面积560平方米，申请补偿建
筑面积429平方米，补偿后计容建筑面积27149.6平方米，容积
率0.77，以上规划指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及《海南省民用建筑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暂行办
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调整后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太
阳能补偿面积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7月14日至7月28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

yh@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
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
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黄晓静。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英迪格滨海酒店项目修建性详
细规划及太阳能补偿面积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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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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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用地位于海棠湾C6片区控规A-2-11-1和A-2-11-2地块,用地总面积
149260.55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49190.30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18年6月25日，三亚市人民政府
出具了《关于海棠湾C6片区控规A-2-11-1和A-2-11-2地块149260.55平方米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说明该宗地土地征收及

“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
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海棠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
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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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号文件，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规定，鉴于出让用地位于海棠
湾“国家海岸”休闲度假区内。其中，控规A-2-11-1地块用地规划性质
为文化设施用地(用地代码：A2)，拟规划建设会展项目，属会展业用地，因
此不设定出让控制指标；A-2-11-2地块用地规划性质为商业设施用地
(用地代码：B1)，拟规划建设酒店项目，属旅游产业中的旅馆用地，因此该
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为35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为500万元/亩，年度
税收指标为15万元/亩。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
目用地准入和对赌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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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片区产业发展规划需要，竞买人或其关联企
业须为国际展览联盟（UFI）成员，且举办过UFI认证的会展活动；同时竞
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持有大型展览馆产权（单体建筑面积不低于15万
平方米）。竞买人须在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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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产业项目用地准入和对赌协议》，
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用地准入和对赌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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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58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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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14
日至2018年 8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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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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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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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7日09时00分至2018年 8
月 17 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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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

控规编号

A-2-11-1
A-2-11-2

合计

土地面积
（m2）

74746.15
74514.40
149260.55

用地规划
性质

文化设施用地(用地代码：A2)
商业设施用地(用地代码：B1)

/

使用年限
（年）
50
40
/

容积率
≤0.45
≤1.2
/

建筑限高（m）
30
80
/

建筑密度（%）
≤40
≤35
/

绿地率（%）
/
/
/

评估单价
（元/平方米）

1646
8248
/

评估总价
（万元）

12303.2163
61459.4771
73762.6934

规划指标

丹州小区临时农贸市场附属工程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丹州小区临时农贸市场附属工程，
业主：三亚市经济实用房开发公司，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1、工程概况：钢结构增加，隔层办公室装修，室外管道及铺装，消

防水池泵房消防控制室等。2、招标控制价：4911060.66元。3、建设
地点：三亚市丹州小区。4、工期要求：90日历天。5、投标人须具备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
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执业资格。6、获取招标文件时间：2018年7月
14日至 2018年7月20日。7、招标文件获取地点：三亚市新风街金
鹿大厦西侧二楼。8、报名资料：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营
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建造师证书。注：①以上资料须提
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贰份。②所有投标资料须整理成册，封面写有

“某某项目投标报名资料”和投标单位全称（盖投标单位公章）。9、联
系方式：陕西信远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席工：13278960230。

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征缴“三星商住楼”项目增容费决定书
符策任、杨小红、五指山三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你们合作开发的“三星商住楼”项目位于五指山市美食城一条街
（越丰路西南侧），用地总面积928.65平方米，涉地两宗，土地证号分别
为五国用（2005）第135号和五国用（2005）第136号，土地用途均为商
住用地。根据市政府《关于调整河北怀特度假山庄等建设项目用地在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指标的批复》（五府函[2010]72号）同意将该
项目容积率调整为3.9；鉴于该项目在取得土地时未约定容积率，根据
市住建局《对商请确定三星商住楼项目初始容积率的复函》（五建函
[2014]235号）等文件，确认该宗地初始容积率为1.0。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
15号）第二条、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征收与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琼府[2006]26号）第四条和《五指山市
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报请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现决定按评估结果向你三方征
缴增容费123.139万元。

如你三方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本决定书登报之日起60日内向海
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五指山市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
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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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 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8年7月20日至
2018年8月10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资源局三楼
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
窗口）查询和购买《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
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
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8年8月10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
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8年8月10日下午17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挂牌起始时间：2018年8月3日上午
10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8年8月13日上午10时整
（北京时间）。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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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一）2712-2012108号地块用于电商物流项目建
设。（二）竞买人须为世界五百强或行业前五企业。项目投资强度不

低于2250万元/公顷（150万元/亩）、税收不低于150万元/公顷/年
（10万元/亩/年）、营业额不低于400000万元/年。（三）该地块澄迈县
政府已依法收回，征地各项补偿已到位，土地权属清晰。目前，地上
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
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
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
（四）土地供应成交后，金马现代物流中心管委会就土地出让前提出
的关联条件以及其他开发利用要求、违约责任等对赌内容，分别与竞
得人另行签订履约监管协议，作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签订土地供应
合同的前提条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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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不低于出
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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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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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
缴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
《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联系人：王先生、张先生；http://www.ggzy.hi.gov.cn、http://
www.hnlmmarket.com/ 电话：0898-67629052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7月14日

地块编号

2712-
2012108

位置

物流一横路与物流四
号路交汇处西北侧

面积
(公顷)

23.9309

使用年限

50年

用途

仓储
用地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60%
建筑限高

≤28米
绿地率

≤20%

起始价
(万元)

8377

保证金
(万元)

5100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国土资告字〔2018〕1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
迈县国土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卫
小林）2018年“舞动中国梦”全国少儿
舞蹈精品展演日前在上海落幕，由海
南省舞蹈家协会推选的昌江黎族自治
县昌江中学群舞作品《汉子的脊梁》在
全国所有参赛舞蹈节目中获得总分排
名第三名，从而斩获一等奖“舞蹈新
星”荣誉称号。

据介绍，2018年“舞动中国梦”全

国少儿舞蹈精品展演于7月9日至10
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7月9
日为上海专场展演，大赛组委会从中
评出了10个优秀作品，与全国各省、
区、市舞蹈家协会推选的另外15个少
儿舞蹈精品一起，参加了7月10日晚
在同一地点举行的全国场展演。

本届全国场展演由国内舞蹈界
老、中、青各年龄段的著名专家组成评

委会评奖，赛事颁发的荣誉称号为“舞
蹈新星”（相当于一等奖）“舞蹈新秀”
（相当于二等奖）和“舞蹈新苗”（相当
于三等奖），另外还设置了特别贡献组
织单位和特别贡献指导教师等荣誉奖
项。我省昌江中学演出的群舞作品
《汉子的脊梁》在全国场展演的25个
参评舞蹈节目中，获得总分排名第三
名的优秀成绩，成为三个一等奖“舞蹈

新星”荣誉称号获得者之一。另外的
22个节目中，有11个节目获得二等
奖，11个节目获得三等奖。

记者了解到，与2016年首届“舞
动中国梦”全国少儿舞蹈精品展演相
比，本届展演的舞蹈元素更丰富，覆盖
了芭蕾舞、民族舞、古典舞、街舞等各
类舞种。报送作品既有小学生参演，
也有中学生参加。其中昌江中学的群

舞《汉子的脊梁》，就是年龄稍大的中
学生表演的作品，他们比小学生作品
展现出了更多对舞蹈技艺的追求，也
初步显示出了年轻舞者的专业范儿。

2018年“舞动中国梦”全国少儿
舞蹈精品展演由中国舞蹈家协会指
导，上海市舞蹈家协会联合海南省舞
蹈家协会、辽宁省舞蹈家协会等全国
10多家省级舞协共同主办。

2018年“舞动中国梦”全国少儿舞蹈精品展演上海落幕

昌江中学群舞《汉子的脊梁》获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省
文体厅获悉，2018年海南省青少年
高尔夫球巡回赛暨U系列赛泰国站
比赛7月13日在泰国清迈美乔高尔
夫球场开杆。来自中国、泰国、老挝
等国家的70多名球员参赛。这是该

项比赛首次走出国门举办。
该赛事为期3天，11岁至18岁

年龄组球员进行3轮54洞比赛，10
岁以下年龄组将进行2轮36洞比赛。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赛
事是由省文体厅、省教育厅、省高协

联合主办的一场立足海南、面向国内
和国际的青少年高尔夫公益赛事。
在省文体厅指导下，省高协致力于将
该赛事打造成与国际接轨的青少年
高球大赛。组委会努力将国外优秀
经验引进海南，为国内外更多球员打

造更专业的赛事平台。自 2015 年
起，该赛事每年都邀请世界各地优秀
青少年球员来海南参赛。经过近4
年积累，海南这项青巡赛终于走出国
门，让中外高球选手相聚泰国，共同
体验高球比赛的新奇和美好。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暨全民健
身运动会竞技体育项目举重比赛，昨
天在海口市体工大队举重馆结束。
海口队获得70枚金牌，白沙队和保
亭队分别夺得69金和52金。这3支
代表队分列金牌榜前3名。

据介绍，本次比赛共有来自海
口、三亚、五指山等市县的11支代
表队的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共256
人参赛，是历届省运会举重比赛参
赛人数最多的一届。本届比赛共
分男女成年组、男女少年甲组、男
女少年乙组、男女少年13岁至14
岁组、男女少年12岁以下组共10
个组别，分别进行抓举、挺举和总
成绩3个项目的角逐。

本届省运会举重比赛共有3人

打破3个级别的省纪录。其中，海
口队的俸林梅分别以68公斤、80
公斤、148公斤打破女子成年组44
公斤级的省运会抓举、挺举和总成
绩3项纪录。海口队的梁文以挺举
137公斤打破男子16岁至17岁组
69公斤级挺举省纪录。白沙队的
何岳基打破男子16岁至 17岁组
56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
省纪录。此外，海口、万宁、五指
山、白沙、保亭、临高代表队分别获
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举重是我省竞技体育重点项
目之一，特别是在小级别上，曾培
养和输送过不少优秀运动员。

本次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
文体厅承办，海口市文体局、海口
市体育工作队协办。

省运会举重比赛结束

3位大力士破3个级别省纪录

海南省青少年高巡赛泰国清迈开杆

省运动会竞技体育项目举重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埃德尔加盟苏宁
据新华社南京7月13日电（记

者王恒志）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13日
正式宣布，前意大利国脚、国际米兰足
球俱乐部球员埃德尔·西塔丁·马丁斯
即日起加盟江苏苏宁。

苏宁队表示，现年31岁的埃德尔
在球场上可踢前锋、边锋、前腰等多个
位置，身体强壮，有很好的抢点和射门
实力，把握机会能力出众。

埃德尔曾代表意大利国家队出场
26次，贡献6个进球和4次助攻，他在
2016年欧锦赛和瑞典队比赛中打进
绝杀制胜球；在国米出场80次，贡献
12个进球和6次助攻。

法兰克福俱乐部
上赛季营收创纪录

据新华社柏林7月12日电（魏
颀）德甲法兰克福俱乐部财务董事弗
兰肯巴赫12日向媒体公布了俱乐部
财务状况，其中2017-2018赛季俱乐
部营业额创纪录地达到1.4亿欧元，
比前一赛季增长近3000万欧元。

2017-2018赛季俱乐部最大的
收入来源是电视转播权益，达到5390
万欧元。支出方面，俱乐部职业队人
力成本5140万欧元，也达历史新高。

弗兰肯巴赫还预计2018-2019
赛季俱乐部的营业额还会明显增长，
将超过1.5亿欧元。

300部影片参展
第22届韩国富川电影节

据新华社韩国富川7月13日电（记者田明
孙一然）第22届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12日晚在
韩国富川市拉开帷幕。据主办方介绍，将有9部
朝鲜影片在电影节期间亮相，这也是朝鲜影片首
次面向韩国普通观众公映。

据介绍，本届电影节以“爱情、幻想、冒险”为
主题，为期10天。电影节活动由竞赛单元“富川
之选”、韩国电影展映单元“韩国奇幻”、世界电影
展映单元“全球奇幻”以及特别展映单元等组成。
包括《战狼2》《妖猫传》《芳华》等十多部中国电影
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近300部电影参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电影节还从韩国政府拿
到9部朝鲜影片的公开放映许可。这9部影片是
朝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作的3部长片和6
部短片电影作品，包括第15届平壤国际电影节最
高荣誉“火炬奖”获奖作品《我们家的故事》、浪漫
喜剧电影《金同志飞起来》和动画片《好好遵守交
通秩序》等。

据悉，由于韩国法规将朝鲜电影或影像列为
“特殊资料”，放映受到严格限制。与本次公映不
同，朝鲜电影此前在韩国即便被允许上映，观众也
需经过严格筛选。

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创办于1997年，以非竞
赛单元为主，旨在推进韩国和世界电影行业的交
流，扶持韩国的小成本艺术电影发展。

2018中国俄罗斯电影节
在京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白瀛）由中
国国家电影局和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主办的2018
中国俄罗斯电影节13日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开
幕。《太空救援》《大剧院》《决斗者》《死亡之舞》《暗
夜守护者》《大片》《活鲤鱼》7部俄罗斯电影将在
北京和武汉两地展映。

据介绍，电影作为文化载体，为推动中俄两国
文化交流合作做出了贡献。本次展映影片都是俄
罗斯近年来的优秀作品，中国观众可通过这些影
片，更加深入了解俄罗斯电影及其传统文化。

开幕影片《太空救援》再现了一段真实历史：
1982年4月19日，苏联“礼炮”系列最后一个空间
站“礼炮七号”发射升空；1985年2月11日，“礼炮
七号”与地面控制中心失联，后果无法预计，工程
师维克托·阿约金和退役宇航员弗拉基米尔·费奥
多罗夫临危受命，肩负起了这项惊心动魄的太空
维修任务。

不久前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
上，讲述母爱的电影《活鲤鱼》获得了最佳编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