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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以上地块分别挂牌，其他规划控制条件按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
提供新海港免税商业项目（第一批）用地规划情况的函》（海规函[2018]
3336 号）和《关于提供新海港免税商业项目（第二批）用规划情况的函》
（海规函[2018]3337号）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

有限制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
买）。申请人需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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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有因自身原因造成闲置建设项目用地，并

未及时纠正的；
2、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二）竞买人（或其关联公司）须具有市内免税店经营资质且经国家

机关批准具有实施离岛免税政策的功能，并具备经营总建筑面积10万
平方米以上单体免税店经验。

（三）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
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
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
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挂
牌起始价、加价幅度、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详见下表：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
凭有效证件索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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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2018年11月22日9:00
至2018年12月15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18年12月6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8年12月17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18年12月16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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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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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它注意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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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须与海口市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
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款），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2、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成交价的
10%。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3、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
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4年内完成项目建设。涉及水务、绿
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
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4、本次挂牌宗地作为建设海口市国际免税城项目的商业配套用
地。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上述宗地须按《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的要求，每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1033万元（其
中地块五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每亩300万元）、年度产值不低于每亩
500万元和年度税收不低于每亩15万元的标准进行开发建设；

5、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6、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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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15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8）第18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海口市滨海大道西侧、新港经六街以东的六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让，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地块位置，地块面积、规划用途、土地用途、出让年期及规划条件见下表：

宗地座落
海口市滨海大道
西侧、新港经六街
以东（地块一）
海口市滨海大道
西侧、新港经六街
以东（地块二）
海口市滨海大道
西侧、新港经六街
以东（地块三）
海口市滨海大道
西侧、新港经六街
以东（地块四）
海口市滨海大道
西侧、新港经六街
以东（地块五）
海口市滨海大道
西侧、新港经六街
以东（地块六）

规划用途

商业用地
（B1）

商业用地
（B1）

商务用地
（B2）

旅馆用地
（B14）

商业用地
（B1）

商业用地
（B1）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25%、批发市场用地 25%、餐
饮用地25%、旅馆用地25%）
商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25%、批发市场用地 25%、餐
饮用地25%、旅馆用地25%）
商务金融用地（金融保险用地
33.33%、艺术传媒用地33.33%、其
他商务用地33.33%）

旅馆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商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25%、批发市场用地 25%、餐
饮用地25%、旅馆用地25%）

容积率

≤2.5

≤2.5

≤2.8

≤2.8

≤2.26

≤1.7

面积（平方米）

31175.3

16561

28632

21255.6

88566

137323.5

出让年期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建筑密度（≤%）

40

40

30

30

55

55

绿地率（≥%）

30

30

35

35

25

25

建筑高度（≤米）

50

50

80

80

50

30

地块序号
地块一
地块二
地块三
地块四
地块五
地块六

挂牌起始价（万元）
14779
7867
14913
11069
41198
61162

竞买保证金（万元）
8868
4721
8948
6642
24719
36698

加价幅度（万元）
5万元的整数倍
5万元的整数倍
5万元的整数倍
5万元的整数倍
5万元的整数倍
5万元的整数倍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资产名称

琼海市工业发展公
司

海南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勘察院

海南南洋船务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椰城大厦8、9、
10层房产

定安南丽湖别墅

东方市开发建设总
公司

海南澄迈咖啡厂、
海南澄迈咖啡酒厂
等2户债权资产包

海南中地物业发展
有限公司抵债资产
世贸房产

资产
种类

债权

债权

债权

房产
权益

房产
权益

债权

债权

实物

截至2018年10
月31日债权总
额/抵债金额

4601.47

1455.59

781.26

812.00

504.30

5612.29

4922.19

22.00

所在地

琼海市

海口市

海口市

广州市

定安县

东方市

澄迈县

海口市

资产（包）基本情况

诉讼中，担保人为琼海市财政局。

担保人为海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海
南地矿建设有限公司

担保人为海南省海运总公司

房产位于广州市光复北路558号，抵债房产
建筑面积896.79m2。

房产在定安县南丽湖丽湖水庄内西侧，别
墅两幢，建筑面积1497.17m2。

担保人海南东盛旅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位于
东方市八所6号开发区面积为106.16亩土
地抵押,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有效。已
终结执行。

债务人均已停止营业，抵押物：烘焙车间、
展销部房产；14.13亩（包括建筑物），其中
3亩已经被县政府安排为澄城派出所用地。

抵押物：世贸中心F栋1202房，房产面积
182.45平方米，四房二厅二卫，钢混结构。
该套房产在建行洋浦分行名下,没有过户
到信达名下，未办理分割的土地证。

联系人

王先生
潘先生

李小姐
胡先生

联系电话

0898-
68606865

0898-
68512760

0898-
68535607

0898-
68650464

邮箱

wangmingxiong
@cinda.com.cn、
panyi@cinda.

com.cn

liqian3@cinda.
com.cn、

huke@cinda.
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下列资产进行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

资金实力或良好信誉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资产清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公告有效期为22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为22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相关人员联系。本公司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623068。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

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zimin@cinda.com.cn。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以

上资产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海甸岛专家公寓项目
分期办理规划核实的公示
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的海

甸岛专家公寓项目位于海口市人民大道东侧，共有4幢楼，其中
1#、2#楼为住宅，3#、4#楼为商业。已于2013年8月29日取得规
划许可证（建字第460100201300151号）。

项目开发建设期间正值全省加强环保督察和海口市开展
“双创”活动，省内建筑材料生产运输受到一定影响，也影响了项
目施工进度。目前，除其中的3#楼因内部施工还未完成，未达到
规划验收条件外，其它3幢楼（1#、2#、4#楼）均已达到规划验收
条件。计划安排海甸岛专家公寓项目分批次验收，先验收1#、
2#、4#楼，3#楼预计在2019年5月1日达到验收条件后再进行验
收。同时，项目已设置安全隔离设施。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为保障公众利益，维护
相关单位及个人的合法权益，现予以公示，为期七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联系电话：0898-66189000
美兰区规划委联系电话：0898-66275955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15日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14日上午
抵达海口。稍作休息后，国足下午就
出现在五源河体育场，进行抵达海口
后的首次训练。展望下周二举行的中
巴之战，国足主帅里皮表示，对阵巴勒
斯坦队是中国队参加亚洲杯前最后一
场热身赛，希望球员们能利用这场比
赛调整好状态，给球迷献上一场精彩
的比赛。

海南球迷对国足并不陌生。十几
年前，阿里汉和高洪波曾分别率领国
足来海南冬训。与上两次不同的是，
这次里皮率国足来海口踢一场国际足
联认证的A级比赛，这也是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年来，首次承办国足的
比赛。里皮对海南并不陌生，这几年
冬天他经常来三亚度假。

在上一场与叙利亚队的A级比
赛中，国足球员们展示出了令人满意

的战术配合、精神状态。里皮希望国
足球员能在海口集训中保持良好的状
态，迎接明年亚洲杯的挑战。

作为国家队参加亚洲杯前的最后
一场热身赛，国足阵容备受关注。其
中，国足26人大名单中最大的亮点是
山东鲁能队的刘洋和上海申花队的朱
辰杰，朱辰杰是首位“00后”国脚。如
果他能在中巴之战中出场，将成为第一
位在A级比赛中出场的“00后”国脚。

里皮对这两名新人给予了较大的
希望，他说：“刘洋和朱辰杰最近在联
赛中的表现非常不错，在海口集训中，
我们教练团队要借机考察一下他俩的
实力和状态。如果在备战亚洲杯期间
有球员出现伤病，这两名年轻球员将
是主要的替补人选。”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

国足上午抵达海口,下午就开练，主帅里皮展望中巴之战——

要给球迷献上一场精彩比赛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王
黎刚）琼海、文昌和海口最近半个多月
连续举办了多场海南亲水运动季活
动，参与的游客在体育+旅游中感受
到了海南的美丽风光。

2018海南亲水运动季琼海渔乐
节在琼海市会山镇举行。本次琼海渔
乐节作为亲水运动季第一个“体育+
旅游”的活动，深受广大游客的欢迎，
门票一经推出便很快售罄。

主办方特别结合了琼海“田园城
市、幸福琼海”的城市名片，融合琼海
的自然景观资源优势、“中国美丽乡
村”加脑村的民俗特色，让参与这次活
动的游客充分感受琼海深厚的文化底
蕴与风土人情。这次活动的重头戏是
万泉河峡谷探险漂流活动和参观游览
加脑村。在万泉河漂流活动中，游客
们经过了九险冲关、美景观光两大环

节，亲身体验万泉河9个急流的险滩。
“穿越山海”文昌徒步越野赛吸引

了近600名选手参加，全程11.11公
里。本场活动最吸引人的项目除了徒
步参观铜鼓岭的原生态景观，还有主
办方精心设置的“山盟海誓”“恋人絮
语”“11对情侣沙滩跟拍服务体验”

“1111”心愿免单等环节。参赛者从
铜鼓云顶走到小澳湾，从“山盟”墙走
到“海誓”墙，一路走，一路看，在自然
生态中感受运动的快乐。

这次越野赛路线的设置将体育运
动深入并完美融合到自然景观之中，
旨在让参赛者领略到文昌铜鼓岭景区
的独特魅力。

2018海南亲水运动季潭门赶海运
动会在琼海潭门举行，潭门赶海运动会
将运动元素和传统文化、潭门的南海风
情相结合。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参与

了当天的5公里沙滩彩虹跑，并挑战“乘
风破浪”“翻山越岭”“七重关”等项目，
他们在运动中体验了潭门之美。潭门
赶海运动会是2018海南亲水运动季系
列活动中的重点项目之一。

2018海南亲水运动季系列活动之
沙滩足球挑战赛在海口白沙门开赛。琼
中女足和巴萨足院的小队员们出现在活
动现场，与省内足球爱好者们进行了一
系列趣味互动。此次沙滩足球挑战赛
作为2018海南亲水运动季的重点项目
之一，设立了近万元的总奖金，吸引了
省内16支队伍参加。为了让更多人体
验并爱上海南的沙滩足球文化，主办方
还举办了泡泡球对抗赛、九宫格射门等
沙滩足球趣味体验活动。球迷只需现
场扫描“海南亲水运动季”二维码，即可
参与全部体验项目，真正做到全民参
与，共同体验亲水沙滩运动的乐趣。

万泉河漂流、文昌徒步越野、潭门赶海运动会

海南亲水运动季上演体育+旅游

全国U系列男子举重总决赛
20日五指山开赛

本报五指山11月14日电（记者贾磊）14日
上午，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五指山训练基地获悉，2018年全国U系列男子举
重总决赛将于11月20日至25日在五指山市举行。

此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
管理中心主办，比赛从11岁至18岁分为8个年龄
组，共有26支全国各地的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
和教练员参加比赛。

该赛事首次落户五指山市，将推动当地青少
年举重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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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记
者岳东兴 公兵）在2018年中超联赛
结束两天后，对新赛季政策调整的猜
测已经出现，对此中国足协13日辟
谣称，有关“中超将扩军至二十支”等
消息不属实，而如有联赛改革的新举
措，足协会及时发布。

中国足协13日通过官方微博表
示：近日，有媒体和网络传播的“中超
联赛将扩军至二十支”等消息不属
实。关于各级职业联赛改革，如有新
的举措和实施方案，中国足协将及时
对外发布。

目前，中超联赛有16支球队。
有外界猜测下赛季可能出现“新政”，
一个原因是近几个赛季对于本土
U23球员与外援上场人次的规则，还
没形成一个完全稳定的模式，这使得
新赛季往往会有新规出现，需要各俱
乐部做好适应准备。而且，随着首次

成立的U23联赛就要在下月开打，
这也让2019年职业联赛的球员上场
规则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此外，中国足协为加强联赛治
理，正在研究制定 2019 赛季职业
联赛改革和综合治理方案，包括将
设“工资帽”。足协将研究实施俱
乐部投入限额、球员工资限额和转
会费限额政策，治理高价引援和球
员收入过高等问题，抑制俱乐部非
理性投资，全面降低俱乐部办足球
成本，从而促进职业联赛健康有序
发展。

据了解，中国足协同时将研究出
台组建职业联盟、提高俱乐部营收能
力、推进俱乐部名称中性化、加强俱
乐部青训梯队培养等一系列改革举
措。足协曾在上月表示，有关政策正
在征求相关方面和俱乐部的意见，将
于本赛季结束后公布。

中国足协辟谣：

“中超扩军”消息不属实

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
海南分会场活动启动

本报讯 2018年全国老年人健步走大联动海
南省分会场活动13日在海口万绿园启动，活动吸
引了近千名老年人参加。

健步走是一项深受老年人喜爱的体育健身项
目。本次活动旨在丰富我省老人年文体生活，助
力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的深入开展，让更多的老
年人摆动双臂、迈开双腿，走出家门。

在活动现场，我省老年人表演了欢乐腰鼓、扇
子舞、杨氏40式太极拳、健身柔力球、健身气功荟
萃、杨氏28式太极扇和手杖操等节目。最后，近千
名老年人在万绿园健步行走了2公里。（周龙蛟）

省业余篮球公开赛结束

海口宁翔队夺得冠军
本报讯 经过4天20场激烈角逐，2018年海

南省业余篮球公开赛近日在陵水文化体育广场落
幕。在决赛中，海口宁翔队以86：65胜陵水至尊
队夺得冠军。陵水至尊队和万宁市人民医院队分
获亚军和季军。

据了解，本次省业余篮球公开赛是海南全民
健身公开赛系列赛事之一，获得第4名至第8名
的分别是海南大学队、琼海队、波涛装饰队、陵水
飞马队和临高队。

本次比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
办，陵水黎族自治县文体局支持，海南盛力体育
承办。 （李波）

NBA昨日战报
火箭 109∶99掘金
骑士 113∶89黄蜂
勇士 110∶103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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