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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公告
本司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两

块，分别为63亩和66亩，两块连片，合计129亩，其中
63亩土地上建有厂房10000平方米。现向社会寻求合
作伙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
新闻大厦11楼房地产公司领取该项目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
李先生：17733151699
翁先生：13322095818
刘女士：0898-66810879

18976733779

海南日报社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公开招聘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财务会计人员，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及职数
财务会计人员3名。
二、职位素质要求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品行端正，爱岗敬业，有良好的职

业操守。
2、财会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3、具有相关财务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与服务意识，工作细致严谨，

适应能力强，学习能力强。
5、思想进步，无违法违纪行为。
6、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三、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者登录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下载填

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ndailyjob@163.
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应聘岗位）。报
名时请注意明确应聘岗位，并附上个人获奖证书及相关材料等。报
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27日。

四、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审批等程序，择优聘用。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人事处
联系电话：（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社
2018年7月16日

印章作废及免除分公司负责人声明
我公司特别声明:
因内部管理需要，我公司原有分公司“海南陵水银牛岭滨海

旅业有限公司五指山分公司”（工商注册号：469001000005348)
公章一枚、合同章一枚、财务章一枚、发票专用章一枚、负责人章
一枚自即日起作废，同时免除曲天超五指山分公司负责人职务。

海南陵水银牛岭滨海旅业有限公司不慎丢失公章一枚、合同
章一枚、法定代表人名章一枚，现声明前述印章自即日起作废。

此后，以上印章盖章无效，曲天超代表分公司的签字无效，因
上述印章及曲天超代表分公司签字所造成的法律后果，总公司
——海南陵水银牛岭滨海旅业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声明!
海南陵水银牛岭滨海旅业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1日

海南欣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你公司使用的位于定安县定城镇东线高速公路西侧，土

地面积为14140平方米（折21.21亩）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
证号为定安国用（93）字第1767号，已经依法认定为闲置土
地，且闲置时间已经超过动工开发日期满两年。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
处置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定安县人民政府依法
作出《关于无偿收回海南欣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14140平方
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定府〔2018〕59号），决定无
偿收回你公司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因无法联系你公司，现依法公告送达《关于无偿收回海
南欣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14140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决定书》（定府〔2018〕59号），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我局领取该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决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六十日内向海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公告期满后六个月内直接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你公司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来我局办理土地注销登
记手续，逾期未办理的，我局将根据《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
处置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直接公告注销。

特此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无偿收回海南欣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14140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定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7月20日

通 知
敬致：海南海塑生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贵公司于2016年至2017年期间陆续承租我公司位于海口市海
榆中线199号金鹿工业园C2栋B座第2层3950平方米的厂房、C2
栋B座第1层650平方米的厂房、原物业办公室70平方米房屋、金鹿
工业园8间房屋及一间独立厨房，相应签订了两份厂房租赁合同、两
份厂房管理合同和两份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间，由于贵公司长期拖
欠我公司租金和管理费，构成违约，为此，我公司郑重通知如下：

解除贵我双方于2016年7月8日签订的《海南金鹿工业园标准
化工业厂房租赁合同》（3950平方米厂房）和《海南金鹿工业园标准
化工业厂房管理合同》（3950平方米厂房）、2016年11月15日签订
的《海南金鹿工业园标准化工业厂房租赁合同》（650平方米厂房）和
《海南金鹿工业园标准化工业厂房管理合同》（650平方米厂房）、
2017年9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办公室）、2017年9月19日
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宿舍），请贵公司收到本通知后3日内到我
公司结清相关费用，并搬离厂房和房屋。逾期不搬离，我公司将视贵
公司物品为无人认领物品，进行清场和处置，并变卖贵公司物品用于
清偿债务！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由贵公司自行承担！

特此通知！
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690号之一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690号
之二执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8月27日10时至2018
年8月28日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898/19）
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梁永菲名下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群
英万福西路 2 号房（证号：儋州市房权证那大字第
2015002946号）、儋州市那大镇文化北路泰安苑小区临街
铺面D24号（证号：儋州市房权证那大字第2015002917
号）、东方市八所镇解放路南侧万福隆商厦48-49号（证号：
房权证东字第08429号）。起拍价：群英万福西路2号房起
拍价为1096880元、泰安苑小区临街铺面D24号起拍价为
3297040元、万福隆商厦48-49号起拍价为2219360元，竞
买保证金分别为：群英万福西路2号房210000元、泰安苑
小区临街铺面D24号 650000 元、万福隆商厦 48-49号
440000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年8月16日9
时起至2018年8月26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
本次网络拍卖不安排统一看样，竞买人可在竞拍前自行前
往上述房屋所在地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8月28日
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
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咨询电话：0898-66761362（蔡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国土资告字〔201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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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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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18-
01号（地块一）
东出让2018-
01号（地块二）
东出让2018-
01号（地块三）

位置
东方市工业园区
内滨海南路东侧
东方市工业园区
内滨海南路东侧
东方市工业园区
内滨海南路东侧

面积（m2）

65560

9506.67

109225

土地用途
一类工业
用地

一类工业
用地

一类工业
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容积率(R)

0.6≤R≤2.0
0.6≤R≤2.0
0.6≤R≤2.0

建筑密度

≤40%
≤40%
≤40%

建筑系数

≥30%
≥30%
≥30%

绿地率
12%≤绿地
率≤20%
12%≤绿地
率≤20%
12%≤绿地
率≤20%

竞买保证金(万元)

1609.2

224.4

2680.8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2682

374

4468

根据《东方市人民政府关于东方市东出让2018-01号宗地符合净地
条件确认书》(东府函[2018]88号)，说明上述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
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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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的净地；根据
《海南东方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东方市东出让2018-01号宗地出让
控制标准的函》，上述地块的投资强度为30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为
3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为30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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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块应用于发展精细化工项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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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0日至2018年8月16日到东方市国土资
源局办公楼三楼土地利用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
大厅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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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6日16:00（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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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6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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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挂牌时间为：
东出让2018-01号（地块一）：2018年8月9日8:00至2018年8月

20日9:00（北京时间）
东出让2018-01号（地块二）：2018年8月9日8:00至2018年8月

20日10:00；（北京时间）
东出让2018-01号（地块三）：2018年8月9日8:00至2018年8月

20日11:00。（北京时间）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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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八）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产业主

管部门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用地准入和对赌协议》后和我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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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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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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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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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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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陆先生 符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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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7月20日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8月3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

依法公开拍卖文昌市清澜港口岸保障房A幢一层4间铺面资产：

说明：本次拍卖以单间铺面为单位，每份保证金可以竞买
任意一间铺面（依此类推）。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2018 年 8月 2日 17时止（文昌市文城镇清澜疏港大道南侧，
清澜海关对面）。报名时间：2018年 8月 1日至2日下午17时
止（以保证金到账为准）。报名地点：本公司。竞买保证金存入
以下指定账户：名称：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平安银
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账号：11008495530501。有关详细事项请
查阅《拍卖手册》,有意竞买者请向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
手续。本次拍卖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Ｄ19栋三层；联系
电话：（0898）32855875 13322006990 13647547066

序号
1
2
3
4

合计

房 号
A101
A102
A103
A104

面积（m2）
77.99
85.58
97.06
77.99
338.62

参考价（万元）
63.4
69.6
78.9
63.4
275.3

竞买保证金（万元）
25
25
25
25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