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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月15日 星期二B05

以下信用卡持卡人经我行多次催收仍未偿还透支款项，现予以公告催收，请下列持卡人在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还款义务，否

则，我行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根据刑法第196条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航支行信用卡催收公告

姓名
皮郑蜜
黄棋
庞海霞
陈金平
陈泽钦
林绍政
朱春晓
黄光波
陈林凤
李受军
董轮二
李根剑
刘春红
甘树年
李务英
邢益广
林良创
唐小丽
麦伟武
邝国存
陈益丰
苏云霖
符发斯
洪梅
谢秋英
陈歆
王婷婷
陈泽敏
谭忠林
张燕
袁德兵
陆家丰
陈杰
陈元庭
钟亚壮
王杨
蒲亚丁
卢全钦
卢全钦
陈晓
蔡仁武
王吉玉
袁世海
符慧贤
汤文俊
注：表中拖欠金额截止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

身份证件号码
330327******071868
460001******080757
460002******231562
513701******217174
460033******033215
460002******170017
460002******220547
460023******211010
460002******071528
460027******10001X
460035******182116
460002******073818
430682******11271X
360425******206134
460104******051231
460033******160018
440726******032273
460027******013723
460001******211016
460027******150676
460025******12391X
460031******236018
460031******065239
460028******08088X
460026******060027
460028******030020
469005******251523
460022******204818
460027******044736
460036******020041
430703******060752
460028******300850
460006******204038
460004******025010
460028******127251
460029******148512
513026******273578
460023******21361X
460023******21361X
460100******140326
460100******060616
469024******235648
460002******052514
460030******220018
H006195****

拖欠金额（元）
52890.34
193032.9
54508.51
41040.91
58099.59
66889.76
32023.04
31152.36
63643.85
45786.7
30287.89
26168.84
17181.79
37143.78
20451.35
13835.6
35883.31
47465.04
17934.54
24804.44
20349.89
41342.88
31465.5
18955.07
17831.52
24109.51
18770.22
43175.44
13123.14
22094.12
12529.8
18021.66
16995.56
18298.46
29026.47
53416.94
23479.59
54312.35
118113.53
38004.53
32425.05
18819.52
12632.43
138898.86
84560.62

姓名
王志伟
叶少雄
马翔宇
严亚香
王发振
胡平安
蔡汝实
李艺军
谢喜明
谢喜明
邓娇花
黄宏朝
林尤用
曾繁浩
郑秀丽
陈水秀
郑楠
曾伟才
张建民
符国贵
云宁
符贤新
王成
王娇梦
符维桂
蔡缵明
张从展
林显孝
陈碧霞
冯行坤
张二强
何红
王琦
符挥豪
陈开国
冯心阳
陈斌
陈婷婷
王安权
陈愉
王英琴
杨忠英
符传福
王海卫
赖广厦

身份证件号码
350524******194516
460025******101230
341222******19503X
460100******020624
460029******015212
422324******034815
460027******222916
350681******142017
460003******112415
460003******112415
460003******052243
460002******174911
460100******211259
460028******270431
460103******120326
460028******180042
460022******260714
460026******04121X
230505******240535
460022******274815
460022******295615
460003******155438
460003******077639
460006******234029
460003******182443
460104******041234
460004******226011
460025******184210
460022******124886
460022******230316
610115******15127X
460004******230426
230281******160416
460003******037036
460007******21617X
460022******242117
450722******135112
460027******010041
460022******022718
460022******104327
460036******247522
520102******126024
460022******200039
460028******100079
460022******021719

拖欠金额（元）
61065.88
23396.36
25300.7
47481.92
36679.54
26985.98
57660.94
57770.89
18925.91
30129.77
31610.15
18393.65
46389.74
34435.02
18406.11
49046.55
31505.29
42059.82
43683.05
15923.69
77753.63
54639.85
44021.09
59400.71
46032.42
20653.87
38922.8
37635.64
53385.49
41414.53
28162.33
59353.48
36341.18
60185.67
29525.54
54787.41
22700.26
62187.49
37668.94
119956.44
56747.32
49633.5
61286.14
23565.03
49955.53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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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城湖
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D04-1-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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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4-1-2地块位
于海口市位于海口市红城湖棚改片区，属于红城湖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回迁安置房用地，面积26362.18平方米（合39.54亩），土地用途为城
镇住宅用地（商业建筑面积为2802.51平方米,占计容建筑面积比例
2.1%），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70年，商业40年。根据市规划委《关
于红城湖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商品房二期地块三南区（D04-1-2
地块）规划条件的函》（海规函〔2018〕3388号），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
二类居住用地（根据设计方案，商业建筑面积为2802.51平方米,占计容
建筑面积比例2.1%），容积率≤5.18，建筑密度≤26%，绿地率≥30%，建
筑限高≤100米。该地块内需配套各项设施建筑面积为:文化活动中心
(≥2000平方米)、居委会（≥200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300平方米）、
卫生服务站（≥350平方米）和托老所（≥1600平方米）。其他控制条件
按照海规函〔2018〕3388号文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符合下述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法
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
联合申请（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一)、竞买人须具备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二)、竞买人开发或施工过的房建工程项目
获得过鲁班奖或詹天佑奖等国家级质量奖项；(三)、竞买人经信用评级机
构认定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不低于AAA，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以中国人
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信用评估机构及穆迪、标普、惠誉出具的主体信
用评级结果为准；（四）竞买人需具备本次招拍挂规定的上述施工资质条
件，并依法组织施工，不得挂靠或以任何形式变相挂靠，也不得将除法律
允许分包之外的项目分包给他人；（五）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需由新成立的公司或已在海口市工商注册登
记的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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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得人在新成立的公司或已成立的控股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
于50%(不含50%)。竞买人在提交《竞买申请书》时，应在申请书中明确
拟成立的公司或已成立的控股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楼面地价741元/建筑平方
米，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元/建筑平方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
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6071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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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 月21 日9:00至2019年 2 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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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月
8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 2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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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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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买保证
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土地成交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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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12月26
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了《关于红城湖D04-1-2地块宗地具
备供地条件的说明》，该宗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
完成，无抵押无查封，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
具备供地条件；3、本宗土地带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出
让，土地竞得人应按规划批准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深化设计和建设（规
划批准的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具体方案向项目所在辖区政府咨询，咨
询人：王键，咨询电话：13379892919；咨询人：詹观景，咨询电话：
15103000181）；4、销售对象：项目所有的住宅、商业用房，均由项目所
在辖区政府组织特定回迁人按限定价格进行回购。具体名单和购买条
件由项目所在辖区政府提供。有独立产权的小区配建停车位，按《海口
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明确各棚改项目回迁商品
房地下停车位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约定，最高价不超过12.58万
元/个进行销售，或参照周边租赁市场的价格进行租赁，不得对小区业
主以外的单位及个人进行销售或租赁。本项目回迁商品房回购限定价
格：住宅价格：建筑面积5762元/平方米。其他相关限定条件详见《海
口市琼山区红城湖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D04-1-2地块）土地出让
补充条件》；5、用地内应配套文化活动中心一处，建筑面积≥2000平方
米；居委会一处，建筑面积≥200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一处，建筑面积
≥300平方米；卫生服务站一处，建筑面积≥350平方米；托老所一处，
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具体依照经规划批准的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
设计方案）。土地竞得人应按国家、地方行业管理规范、规定要求建设
该配套设施，工程建设完工验收综合备案后，无偿移交市政府指定的相
关部门，并负责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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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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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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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1 月15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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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城湖
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D04-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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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4-3地块位于
海口市位于海口市红城湖棚改片区，属于红城湖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回迁安置房用地，面积8113.57平方米（合12.17亩），土地用途为城镇
住宅用地（商业建筑面积为1076.89平方米,占计容建筑面积比例
3.4%），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70年，商业40年。根据市规划委《关
于再次提供海口市红城湖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商品房二期地块四
（D04-3地块）规划条件的函》（海规函〔2018〕3174号），该宗地规划用
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根据设计方案，商业建筑面积为1076.89平方
米,占总计容建筑面积比例3.4%），容积率≤3.54，建筑密度≤20%，绿
地率≥30%，建筑限高≤100米。其他控制条件按照海规函〔2018〕
3174号文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符合下述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法
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注：失信被执行
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一）竞买人须具备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二）竞买人开发或施工过的房建工程
项目获得过鲁班奖或詹天佑奖等国家级质量奖项；（三）竞买人经信用
评级机构认定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不低于AAA，主体信用评级结果
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信用评估机构及穆迪、标普、惠誉出具
的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准。（四）竞买人需具备本次招拍挂规定的上述
施工资质条件，并依法组织施工，不得挂靠或以任何形式变相挂靠，也
不得将除法律允许分包之外的项目分包给他人。（五）非海口市注册的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需由新成立的公司或已在海
口市工商注册登记的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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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得人在新成立的公司或已成立的控股公司的
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竞买人在提交《竞买申请书》时，
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拟成立的公司或已成立的控股公司的出资构成，成
立时间等内容。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楼面地价891元/建筑平方
米，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元/建筑平方米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
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1535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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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1日9:00至2019年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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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

月8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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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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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买保证
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土地成交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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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12月26
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了《关于红城湖D04-3地块具备供地
条件的说明》，该宗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完成，
无抵押无查封，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
供地条件；3、本宗土地带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出让，土
地竞得人应按规划批准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深化设计和建设（规划批
准的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具体方案向项目所在辖区政府咨询，咨询人：
王键，咨询电话：13379892919；咨询人：詹观景，咨询电话：
15103000181）；4、销售对象：项目所有的住宅、商业用房，均由项目所
在辖区政府组织特定回迁人按限定价格进行回购。具体名单和购买条
件由项目所在辖区政府提供。有独立产权的小区配建停车位，按《海口
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明确各棚改项目回迁商品
房地下停车位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约定，最高价不超过12.58万
元/个进行销售，或参照周边租赁市场的价格进行租赁，不得对小区业
主以外的单位及个人进行销售或租赁。本项目回迁商品房回购限定价
格：住宅价格：建筑面积5762元/平方米。其他相关限定条件限定条件
详见《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D04-3地块）土地
出让补充条件》；5、本宗土地使用权出让后，所建回迁房的开发建设、
销售等相关限定条件详见《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
目（D04-3地块）土地出让补充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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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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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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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5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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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博坡
巷棚改C-4-1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
市坡博坡巷片区棚改C-4-13地块，属于坡博坡巷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回迁安置房用地，面积28327.98平方米（合42.49亩）。土地用途为
城镇住宅用地（商业面积占计容建筑面积比例≤12%），土地使用年限
为城镇住宅70年，商业40年。根据市规划委《关于坡博坡巷片区棚改
C-7-7、C-4-13、C-6-13 地块回迁商品房项目用地规划条件的函》
（海规函〔2018〕2937 号），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商业
面积占计容建筑面积比例≤12%），容积率≤4.4，建筑密度≤35%，绿地
率≥30%，建筑限高≤100米。其他配建内容：配建不小于600平方米
的向公众开放的户外健身活动所。其他控制条件按照海规函〔2018〕
2937 号文执行。二、竞买人资格：符合下述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外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
（一）竞买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二）竞买人开发或
施工过的房建工程项目获得过鲁班奖或詹天佑奖等国家级质量奖项；
（三）竞买人经信用评级机构认定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不低于AAA，
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信用评估机构及穆
迪、标普、惠誉出具的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准；（四）竞买人需具备本次
招拍挂规定的上述施工资质条件，并依法组织施工，不得挂靠或以任何
形式变相挂靠，也不得将除法律允许分包之外的项目分包给他人。（五）
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需由新成立
的公司或已在海口市工商注册登记的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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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得人在新成立的公司或已成
立的控股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竞买人在提交
《竞买申请书》时，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拟成立的公司或已成立的控股公
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三、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楼面地价
906元/建筑平方米，每次加价幅度为10元/建筑平方米的整数倍。挂
牌底价由我局底价确定小组确定。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
证金6776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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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1日9:00至2019年2月19日16:00（北
京时间）。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一）挂牌起始时间：
2019年2月8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2月21日
16:00（北京时间）。（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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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0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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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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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土地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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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年12月26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了《关于坡博
坡巷C-4-13地块宗地具备供地条件的说明》，该宗地权属清晰、安置
补偿、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完成，无抵押无查封，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
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三）本宗土地带项目回迁商
品房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出让，土地竞得人应按规划批准的建筑设计方
案进行深化设计和建设（规划批准的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具体方案向
项目所在辖区政府咨询，咨询电话：66569926、13976097689）。（四）该
地块项目建设周期为30个月，以取得本项目《土地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计算。因不可抗力建设周期需延长的，由竞得人报市棚改部门批准，延
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若不能按期竣工交付，超出的回迁过渡安置费
用全部由企业竞得人全额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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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项目回迁商品房及商铺回购限定价格：本项目回
迁商品房的回购限定价格为6174元/平方米，商业建筑的回购限定价
格按照《海口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提供坡博坡
巷棚改片区回迁商品房C-4-13地块土地出让补充条件的函》（海棚联
办策〔2018〕30号）的相关要求确定。（六）该项目住宅套内装修的材料
达到优质等级，装修综合费用600元/平方米标准。（七）销售对象：项目
所有的住宅、商业用房，均由项目所在辖区政府组织特定回迁人按限定
价格进行回购。具体名单和购买条件由项目所在辖区政府提供。有剩
余房源的，由辖区政府或相关指定部门和单位按《海口市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提供坡博坡巷棚改片区回迁商品房C-
4-13地块土地出让补充条件的函》（海棚联办策〔2018〕30号）确定的
回购价格回购。（八）停车位销售要求：有独立产权的小区配建停车位，
按《海口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明确各棚改项目
回迁商品房地下停车位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约定，最高价不超过
13.48万元/个进行销售，或参照周边租赁市场的价格进行租赁，不得对
小区业主以外的单位及个人进行销售或租赁。（九）税金由竞得人按税
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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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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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1月15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2019）第4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市坡博坡巷片区

棚改C-6-13一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坡博
坡巷片区棚改C-6-13地块，属于坡博坡巷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
置房用地，面积32853.82平方米（合49.28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商业面积占计容建筑面积比例≤12%），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70年，
商业40年。根据市规划委《关于坡博坡巷片区棚改C-7-7、C-4-13、
C-6-13 地块回迁商品房项目用地规划条件的函》（海规函〔2018〕2937
号），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商业面积占计容建筑面积比
例≤12%），容积率≤4.25，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建筑限高≤100
米。其他控制条件按照海规函〔2018〕2937 号文执行。二、竞买人资格：符
合下述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均可申请竞买，本
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一）竞买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二）竞买人开发或施工过的房建工程项目获得过鲁班奖或詹天佑奖
等国家级质量奖项；（三）竞买人经信用评级机构认定的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不低于AAA，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信用
评估机构及穆迪、标普、惠誉出具的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准；（四）竞买人
需具备本次招拍挂规定的上述施工资质条件，并依法组织施工，不得挂靠
或以任何形式变相挂靠，也不得将除法律允许分包之外的项目分包给他
人；（五）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需由
新成立的公司或已在海口市工商注册登记的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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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得人在新成立的公司或已
成立的控股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竞买人在提交《竞
买申请书》时，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拟成立的公司或已成立的控股公司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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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底
价并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地块起始价为楼面地价922
元/建筑平方米，每次加价幅度为10元/建筑平方米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
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772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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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1日9:00至2019年2月19日16:00（北
京时间）。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
2月8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2月21日16:00（北京
时间）。（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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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0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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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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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
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土地成交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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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年12月26日，海口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了《关于坡博坡巷C-6-13地块宗地具备供地条件
的说明》，该宗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达成，无抵押
无查封、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
件，可办理土地供应手续；（三）宗地的配建要求：根据市规划委《关于坡博
坡巷片区棚改C-7-7、C-4-13、C-6-13 地块回迁商品房项目用地规
划条件的函》（海规函〔2018〕2937 号），的相关内容，本宗土地内应配建
以下配套设施：1.配建日间照料中心一处，建筑面积≥300平方米。2.配件
文化活动中心一处，建筑面积≥400平方米。3.配件卫生服务中心一处，建
筑面积≥1500平方米。4.配件公厕一处，建筑面积≥30平方米。土地竞得
人应按照国家、地方行业管理规范、规定要求进行上述配件设施建设，建
设竣工验收通过后，无偿移交给市政府指定的相关部门，并负责办理不
动产权证；（四）宗地开发建设要求：1、本宗土地带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
设计方案进行出让，土地竞得人应按规划批准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深化
设计和建设（规划批准的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具体方案向项目所在辖区
政府咨询，咨询电话：66569926、13976097689）。2、该地块项目建设周
期为30个月，以取得本项目《土地成交确认书》之日起计算。因不可抗力
建设周期需延长的，由竞得人报市棚改部门批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一
年。若不能按期竣工交付，超出的回迁过渡安置费用全部由企业竞得人
全额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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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项目回
迁商品房及商铺回购限定价格：本项目回迁商品房的回购限定价格为
6174元/平方米，商业建筑的回购限定价格按照《海口市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提供坡博坡巷棚改片区回迁商品房C-6-13
地块土地出让补充条件的函》（海棚联办策〔2018〕51号）的相关要求确
定。4、该项目住宅套内装修的材料达到优质等级，装修综合费用600元/
平方米标准。5、销售对象：项目所有的住宅、商业用房，均由项目所在辖
区政府组织特定回迁人按限定价格进行回购。具体名单和购买条件由项
目所在辖区政府提供。有剩余房源的，由辖区政府或相关指定部门和单
位按《海口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提供坡博坡巷棚
改片区回迁商品房C-6-13地块土地出让补充条件的函》（海棚联办策
〔2018〕51号）确定的回购价格回购。6、停车位销售要求：有独立产权的小
区配建停车位，按《海口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明
确各棚改项目回迁商品房地下停车位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约定，最
高价不超过13.48万元/个进行销售，或参照周边租赁市场的价格进行租
赁，不得对小区业主以外的单位及个人进行销售或租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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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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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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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nlmmarket.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1月15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5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将市美兰区滨江
路南侧一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南侧，面积

4844.65平方米（合7.27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
为70年。根据海口市规划局《关于流水坡棚改安置房项目用地规划条
件的复函》（海规函[2017] 1784 号）明确：该宗地属市政府批复的《海
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508-4 地块范围，规划用地
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容积率≤3.47，建筑密度≤28.3%（塔楼建筑
密度≤13.3%），绿地率≥40%，建筑限高≤80 米。其他规划控制条件按
照海规函〔2017〕1784 号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
符合下述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均
可申请竞买：

（一）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无自身原因造成闲置建设项目用地；
（二）无拖欠土地出让金。
非海口市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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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地块起始价为楼面地价693元/建筑平方米，
每次加价幅度为10元/建筑平方米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
土地竞买保证金1165.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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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1日9:00至2019年2月19日16:00（北
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2月8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2月21日16:00（北京时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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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9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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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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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
地块的出让金，定金为土地成交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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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8年12月25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了《关于流水
坡棚改新增安置房项目用地具备供地条件的说明》，该宗地权属清晰，
安置补偿、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落实到位，无抵押无查封、无法律经济
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可办理土地供应
手续；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4844.65 平方米用地用于流水坡棚改项目新
增安置房建设。按照《海口市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流水坡村安置房项
目建设管理、销售、回购合同》的相关要求确定:安置房项目施工至±0
以上、取得安置房预售许可证后，即可按地上建筑面积4367元/m2、地
下室建筑面积3313元/m2的单价向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或
其指定的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片区被征收人定价格、定户型、定房号预
售安置房（附使用说明书）、停车位，其他建筑面积（包括但不限于地下
人防、水电配套用房等附属配套设施用房）由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负责按上述单价进行回购;

（四）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1 年内动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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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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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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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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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nlmmarket.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