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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规定，鉴于吉
阳区东岸单元（迎宾路总部商务启动区）控规DA2-25-02A和
DA2-25-02B地块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规划
性质为其他商务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29/B11），拟用
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项目,属房地产业中的商务金
融及零售商业用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
亩。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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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片
区规划要求，该宗地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项
目。竞买人须为海南省认定的总部企业（不含其全资或参控股公
司），且其注册地为三亚市，注册资本金不少于人民币30亿元；竞
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为2018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竞买人
竞得该宗地，建成后项目自持比例须不低于30%。同时，竞买人
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须严格按
照规划要求开发建设。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后现场与三亚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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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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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4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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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买人资格的审查。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 2 月 23 日至 2019年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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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矿

业权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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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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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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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 月 15 日09时00分 至 2019年 3 月 26

日10时3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

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

人。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

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

人。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

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

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

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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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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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19〕1号

控规编号

DA2-25-02A

DA2-25-02B

合计

土地面积

2657.13
10628.50
2623.98
10495.91
26405.52

用地规划性质

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1)
其他商务用地(用地代码：B29)
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1)
其他商务用地(用地代码：B29)

/

使用
年限年）

40

40

/

规划指标

容积
率

≤4.5
≤6.5
/

建筑
限高（m）

≤80
≤170
/

建筑
密度（%）

≤40
≤40
/

绿地率
（%）

≥25
≥25
/

评估单价
（元/m2）

30375
24660
33800
27365

/

评估总价
（万元）

34280.9134

37591.1101

71872.0235

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保障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项目精准落地，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规定》（国土资源部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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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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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等有
关规定，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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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出让宗地位于吉阳区东岸单元（迎宾路总部商务启动

区）控规DA2-25-02A和DA2-25-02B地块，CGCS2000国家

大地坐标系总面积共26405.52平方米，该宗地用地四至及界址
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19年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于东
岸单元（迎宾路总部商务启动区）DA2-25-02A和DA2-25-
02B地块26405.52平方米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
该宗地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吉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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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阳区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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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三亚市规划委员会
出具的三规用地函〔2019〕65号文，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
况详见下表：

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保
障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项目精准落地，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
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国土资源部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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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
市人民政府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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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等有关规定，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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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出让宗地位于吉阳区东岸单元（迎宾路总部商务启动

区）控规DA2-18-01A和DA2-18-01B地块，CGCS2000国家
大地坐标系总面积共20772.52平方米，该宗地用地四至及界址

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19年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
于东岸单元（迎宾路总部商务启动区）DA2-18-01A和DA2-
18-01B地块20772.52平方米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
证明该宗地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吉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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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阳区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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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三亚市规划委员会出
具的三规用地函〔2019〕65号文件，吉阳区东岸单元（迎宾路总部
商务启动区）控规DA2-18-01A和DA2-18-01B地块概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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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规定，鉴于该
宗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其他商
务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29/B11，零售商业与其他商
务用地兼容比例2:8)，拟规划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
项目，属房地产业中的商务金融及零售商业用地，因此该地块
的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
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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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
据片区规划要求，该宗地拟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项
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需自2013年起连续五年入围《财富》
杂志世界500强；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需在国内开发并持有总
计容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须提交房地产证复印
件并盖章），并获不少于10次的ICSC中国购物中心大奖；竞买
人或其关联企业需与三亚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承
诺引入至少一个结算区域总部。同时，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
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
认书》后现场与三亚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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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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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33万元整
（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
牌出让竞买人资格的审查。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2月23日至2019年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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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矿业权交
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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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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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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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5日09时00分至2019年3月26日15时
00分。

（五）确定竟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
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
人。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
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
人。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
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
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
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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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2月23日

控规编号

DA2-18-01A

DA2-18-01B

合计

土地面积
（m2）

7906.01
1976.50
8712.01
2178.00
20772.52

用地规划性质

其他商务用地(用地代码：B29)
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1)
其他商务用地(用地代码：B29)
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1)

/

使用
年限（年）

40

/

规划指标

容积率

≤4.5

/

建筑
高度（m）

60-100

/

建筑
密度（%）

≤45

/

绿地率
（%）

≥25

/

评估单价
（元/m2）

26253
30285
26334
29250

/

评估总价
（万元）

26741.4784

29312.8571

56054.3355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19〕2号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者孙
奕）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韩正出席。

习近平请穆罕默德转达对萨勒
曼国王的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在双方高层引领下，中沙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了全方位、多
层次、宽领域的新格局。中方视沙
特为好朋友和好伙伴，愿同沙方携
手同行，继往开来，不断开创中沙友
好和战略关系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中沙要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
互支持，增进政治互信。中方坚定支
持沙方推动的经济多元化和社会改
革，坚定支持沙方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稳定所作努力，反对任何干涉
沙特内政的行为。两国要加强发展
战略对接，深化利益融合，加快签署

“一带一路”倡议同沙特“2030愿景”
对接实施方案，推动能源、基础设施、
贸易投资、高附加值产业等双边务实

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两国要共同
推动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建设。

习近平指出，中国支持中东人民
的和平诉求，支持地区国家的变革转
型努力，赞赏沙特为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与发展所作出的积极努力，愿同
沙方共同探索“以发展促和平”的中
东治理路径，通过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区域发展合作，筑牢地区和平稳
定根基。双方要共同鼓励、支持各方
通过对话协商，以政治途径解决热点

问题。双方要促进中东反恐合作，加
强去极端化国际合作，防范极端思想
渗透蔓延。

穆罕默德首先转达萨勒曼国王对
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穆罕
默德表示，沙中友好交往历史悠久。
当前，两国关系十分友好，经贸合作发
展迅速。双方没有任何分歧。沙特对
中国在习主席领导下的光明发展前景
充满信心，视中国为重要战略伙伴，感
谢中国对沙特国内改革和发展的支

持。阿拉伯半岛是古丝绸之路的一部
分。沙特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愿将沙方“2030愿景”同“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务
实合作。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中国有权为维护国家安全采取反
恐和去极端化举措，沙方予以尊重和
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合作。沙特重视
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积极作
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沙特阿拉伯王国王储穆罕默德

“要坚持扭住党的组织抓基层，落
实好‘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原则和
制度，增强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
斗力，强化管党员、管干部的职能，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回顾2015年初，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视察驻昆明部队时的这段讲话，
火箭军某部政委田涛仍记忆犹新。
他深有感触地说，无论是出席会
议、还是到部队调研，习主席都反
复强调要加强党组织建设。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
队强。”2018年8月，习主席在中央军
委党的建设会议上再次强调党组织建
设。记者回访习主席视察过的基层连
队时深切感到，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强军征途
上，广大官兵听党指挥的信念更加坚
定，备战打仗的热情日益高涨。

“基层过硬军队才能强大，
青年官兵过硬军队才有未来”

“习主席拉个凳子坐下来，像家里
的长辈一样和我们唠起家常来……”
回忆起习主席亲临连队视察时的情
景，满满的幸福写在“大功三连”每名

官兵脸上。习主席每一句话、每个动
作，他们都至今难忘。

“习主席是2017年 1月 23日来
连队视察的，一个星期前，中宣部刚授
予我们‘时代楷模’荣誉称号。”指导员
王金龙回忆说，“习主席视察连队时，
叮嘱我们要珍惜历史荣誉，当好‘时代
楷模’。”

时任连长张继平清楚地记得，习
主席勉励他们发扬优良传统，紧贴时
代、紧贴实践、紧贴官兵，做好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工作，努力培养“四
有”新一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
部队，推动强军目标在连队落地生根。

“党的根基在基层，军队的根基也
在基层，基层过硬军队才能强大，青年
官兵过硬军队才有未来。”重温习主席
亲切的话语，士官支委张昭成告诉记
者，连队党支部带领官兵把巨大政治
热情转化为强军兴军的实际行动，自
觉投身改革、支持改革，圆满完成换装
和移防任务，在旅里组织的比武中取
得5项第一。

“部队就是要能打仗、打
胜仗，履行好根本职能”

“那天下午，我们站在连队门口迎

接习主席的到来，内心既激动又紧
张。”说起2017年12月13日习主席
来连队视察时的情景，王杰生前所在
连时任指导员高伟激动不已。他回忆
说，习主席下车后，微笑着同大家一一
握手，给人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温暖
感，顿时不再紧张。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
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
铭。”习主席动情地讲，王杰精神过去
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
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
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大功三连”指导员王金龙清楚地
记得，习主席视察连队时，在连队荣誉
室“天下第一军”的锦旗前驻足良久。
这是解放战争初期，该连胜利完成剿
匪任务后，张北县人民政府赠送的锦
旗。习主席了解这段历史后，语重心
长地说，部队就是要能打仗、打胜仗，
履行好根本职能。

战斗堡垒强不强，打赢能力来考
量。“大功三连”代理连长张怀兴说，连
队党支部始终把习主席的殷切嘱托铭
记在心，把备战打仗作为主责主业，以
临战的姿态备战，以实战的标准练兵，
把官兵练成了硬骨头，连队练成了铁
拳头。在2017年集团军组织的“尖刀

连”比武中，该连夺得第一名。
能打胜仗是我军的根本职能，善谋

打仗是各级党委的核心能力。全军各
级党组织带头践行“两不怕”精神，全面
提高领导备战打仗能力，带领广大官兵
以实际行动回答统帅的“胜战之问”。
在抢险救灾一线，子弟兵以血肉之躯为
受灾群众撑起生命之伞；在战火纷飞的
海外，我国军舰军机成为华人华侨走出
险境的希望之舟；在危机四伏的异国他
乡，中国“蓝盔部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
的可靠盾牌……

“我军要强起来，作风必
须过硬，否则就容易垮掉”

“我军要强起来，作风必须过硬，
否则就容易垮掉。”自担任军委主席第
一天起，习主席就把作风建设作为一
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紧紧抓在手上，
对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更是千叮万
嘱，反复告诫。

陆军某部“红四连”官兵对此感同
身受。4年多前的“八一”建军节前
夕，习主席来到这里，走进连队宿舍，
参观荣誉室，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
战士们学习、训练、工作、生活情况。
在这个战功显赫、英模辈出的红军连

队，习主席勉励大家，要发扬光荣传
统、当好红色传人，苦练打仗本领、争
做精武标兵，在完成重大任务中当先
锋、打头阵，为实现强军目标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视察连史馆时，习主席在夜袭阳明
堡战史的展板前驻足，看得非常仔细。
时任“红四连”指导员李纯说，作为支部
书记，更要时刻牢记习主席嘱托，继承
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用过硬作风带出过
硬连队。

“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
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习主席的
谆谆告诫时刻回响耳畔，激励各级党
组织把作风建设常抓不懈，结合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深入开展帮建支部、帮带干部、帮抓骨
干活动。中外联演联训、跨区机动演
练、防汛救灾……哪里最紧要、最危
险，哪里就有党旗在飘扬、有党员突击
队在奋战。

放眼全军，在各条战线、各个战
场，全军各级党组织堪称坚强堡垒，广
大党员当先锋、打头阵，焕发出奋进强
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新华
社记者梅常伟 解放军报记者代烽
安普忠)

锻造强军兴军的“战斗堡垒”

四部门明确罕见病
药品增值税政策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者申铖）记者22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鼓励罕见病制药产业发展、
降低患者用药成本，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
总局、国家药监局日前联合发布通知，明确罕见病
药品增值税政策。

根据通知，自2019年3月1日起，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罕见病药品，可选
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
税。上述纳税人选择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后，36个月内不得变更。

同时，自2019年3月1日起，对进口罕见病
药品，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此次发布的罕见病药品清单包括21个罕见
病药品制剂和4个罕见病药品原料药。通知称，
罕见病药品范围实行动态调整，由四部门根据变
化情况适时明确。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

作人员。
任命张汉晖为外交部副部长；任命刘显法为

外交部部长助理。
免去李惠来的外交部部长助理职务；免去顾

朝曦的民政部副部长职务。

教育部：

未统一要求将游泳纳入中考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者胡浩）针对

网传“教育部规定将游泳正式纳入中考考核项
目”，教育部22日回应表示并不属实。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强化学校
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要求中
小学要把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况、学生体质健康
状况和运动技能等级纳入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各地要根据实
际，科学确定体育考试分值或等第要求。

教育部表示，目前，各省份按照教育部的统一
部署和要求，陆续出台了本地中考改革的实施意
见，明确将体育科目纳入录取计分科目。各地依
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制定体育科目考核办
法，以跑、跳、投等基本体能和基本运动技能为考
察重点，具体考核项目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没有将游泳作为统一必考项目。有的地方结合实
际，因地制宜将游泳作为体育科目考核项目，但并
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必须将游泳作为考核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