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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19〕第5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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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
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
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出
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9年6月6日至
2019年7月1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
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挂
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7月1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
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7月1日17
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活动定于2019年6月20日8时00分至2019年7月3日10时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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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3日10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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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
金，除定金及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以外的剩余土地出让金由出让人与属
地镇政府共管1年。（二）根据文规函〔2018〕1214号文，该宗地属商服用
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文昌市规划主管部门
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
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土地出让

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
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
付款应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
期支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
以后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
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
（四）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
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
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
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
设。（六）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
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的投资强度不低
于450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商务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项目规划方案须符合省商务厅等有关部门行业规定。（七）该
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八）本
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
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联 系 人：黄女士、杨先生、吴先生；联系电话：0898-
63256323、65303602、66793886；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
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0日

出让人
文昌市文城镇城南村民
委员会六村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7）-6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文蓬公路西
侧城南村委会六村地段

面积（m2）

2025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8；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建筑限高≤6层

挂牌起始价（万元）
273.375

（折合1350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165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19）第3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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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
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
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
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
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挂牌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
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9年6月6日至2019年7月1日到文昌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
提交书面申请。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7月1日
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7月1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9年6月20日8
时00分至2019年7月3日11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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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日11时00分在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文昌市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出让人签订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及时缴
纳土地出让金，除定金及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以外的剩余土地出让金由入
市主体与属地镇政府共管1年。（二）该宗地属商服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
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文昌市规划主管部门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
照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2年内完成项目的投
资建设。（三）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
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

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合同约
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
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
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
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
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四）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
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
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五）竞得土地后，
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
续，方可动工建设。（六）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
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的投资强
度不低于450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项目规划方案须符合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业规
定。（七）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
行。（八）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联系方
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 系 人：黄女士 杨先生 金女士；联系
电话：0898- 63256323 65203602 68538965；查询网址：http://
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0日

出让人
文昌市东郊镇东郊村民委员
会东蓝、西蓝、中蓝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8）-3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郊镇龙东旅游快
速干道北侧蓝田村地段

面积（m2）

13598.85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层

挂牌起始价（万元）
1754.2517

（折合1290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105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

司”）拟对拥有的海南赣丰肥业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公开处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债权本息合计人民币
36719.03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30145.08万元、利息（含罚
息、复利）人民币6573.95万元；具体担保措施如下:

备注：本债权数额暂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债务人应支付给
我公司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相关合同协议及生效法律文书计算。本
公告清单所列对应担保措施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准，债权担保从属
权利与债权一并转让。

二、交易条件：要求交易对象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
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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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公告期限：公告期限为20个工作日，为2019年5月30日至
2019年6月27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有意向
者请在本公告期限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意向书。

五、联系方式：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吉女士：0898-66763991，唐女士：0898-66702447
朱先生：0898-66734399
六、受理排斥：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及举报电话：
陈美婷：0898-66719311，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53-

1号。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5月30日

对
应
担
保
措
施

1.抵押担保：(1)位于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南一环路69673.04m2工业用地及地
上23663.66m2在建工程；(2)位于厂区4#生产车间内的32套机器设备;(3)3
辆机动车，车架号为WDDNG7KB2BA412500、LFV4A24F583070198、
JN1CAUA33Z0203102。2.质押担保：（1）海南赣丰肥业有限公司74%股
权；（2）赣州市至铭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3）海南赣丰肥业有限公司与海
南海垦农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的10份《肥料产品购销合同》项下应收账款，
具体购销合同编号为201505-01、201505-03、201506-01、201507-01、
201507- 02、201508- 01、201508- 02、201508- 03、201510- 01、
201510-02。3.保证担保：赣州市亿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赣州特许科技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泓泰达商贸有限公司、海南鸿德现代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江西赣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陈衡波、吴海樱。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44号

海南森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60040324170903）：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

书》（琼税一稽通〔2019〕79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琼税一稽税

限改〔2019〕3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的主要内容：经调查，你公司2016年2月22

日向“云南七福药业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发票金额

共计1,796,266.66元；你公司2016年1-3月向“云南通用药业有限

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9份，发票金额共计3,591,967.61元。

根据我局的检查情况显示，你公司与云南七福药业有限公司和云南

通用药业有限公司的交易情况存在异常，涉嫌虚开发票。

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到我局进行陈述、申

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或者向我局提供能证明你公司与云南七

福药业有限公司和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实际发生业务真实性的有关

证据。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提供有关证据的，视同放弃权利。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你公司现已被我局立案检

查，根据你公司在税务机关和工商机关预留的联系方式，我局无法联

系到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限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与我局取得联系并接受纳税检查。

特此公告

联系人：谢巍、吴朝玲；联系电话：0898-66713051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5月30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43号

海 南 源 百 泓 装 饰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R4X5L）：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等相关人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

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一稽检通一〔2019〕19号）、《税务事项通知书》

（琼税一稽通〔2019〕59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

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的主要内容：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

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供2016年5月17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所有开具发票的存根联及销售货物或者提供

应税劳务清单以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的，将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税务检查通知书》的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吴朝玲、盛合、刘延平等人，自

2019年4月10日起对你（单位）2016年5月17日至2016年12月

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

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

况，提供有关资料。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5月30日
联系人：吴朝玲、盛合、刘延平；联系电话：0898-66713051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华信路5号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42号

海南顺垚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GM

FN1H,法定代表人：陈奇）：

我局对你公司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涉税情况

进行了检查，鉴于目前你公司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法定代表人，财

务负责人均无法联系，相关涉税文书无法直接送达，现将《税务事项

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77号）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

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77号）主要内容：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和第五十四条规定，我局

派检查人员对你公司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涉税情

况进行了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开具增

值税发票未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限你公司收到本通知书后7日

内，来我局对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开具增值税发票未纳税申

报的违法事实情况予以核实确认，或提供有关证据。你公司有陈述、

申辩的权利，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我局将按有关

规定做出处理。

联系人：郑先生、辛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752837

办公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5月30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45号

海 南 素 元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DNXUXW，法定代表人：林海朝）：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经过多次电话联系无法联系

你公司相关人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

查通知书》（琼税一稽检通一〔2019〕35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

一稽通〔2019〕81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李天葵、黄毅、叶世光、曾德燕等人，自

2019年5月13日起对你（单位）2018年 1 月1日至 2018 年12月31

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

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

有关资料。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

局提供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

及其他纳税资料。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天葵、黄毅、曾德燕、叶世光

联系电话：0898-66713051

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602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5月30日

儋自然资公告〔2019〕5号

更 正 公 告
我局于2019年5月23日在《海南日报》A09版发布的《儋州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自然资公告〔2019〕2号），更正
为：3、申请人可于2019年5月23日8:30至2019年6月24日17:00
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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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
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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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将在
2019年6月24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
以款到账为准）,其余事项不变。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0日

受委托，定于2019年6月27日上午9时在万宁市万宁迎宾馆
四楼会议室依法公开拍卖位于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北侧纵一
北路与阳光路交汇处阳光小区1-4号楼及9-10号楼1-33号铺
面资产：

说明事项
1、本次拍卖采取整体优先原则，每份竞买保证金可以竞买任

意一间商铺（依此类推）。
2、标的物的房产面积以房产管理部门核定的面积为准，面积

差异不影响成交价，成交价款不多退少补。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6月24日至2019年6月26日止；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报名时间：2019年6月24日至2019年6月26日16时止（以

保证金到账为准）。
报名地点：标的所在地
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指定账户：
单位名称：万宁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开 户 行：中行万宁支行营业部
账 号：266253863889
有关详细事项请查阅《拍卖手册》，有意竞买者请向拍卖公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本次拍卖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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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话：0898-32855875 13647547066 13322006990

2019年5月30日

4号楼

3号楼

2号楼

1号楼

10号楼

1号商铺
2号商铺
3号商铺
4号商铺
5号商铺
6号商铺
7号商铺
8号商铺
9号商铺
10号商铺
11号商铺
12号商铺
13号商铺
14号商铺
15号商铺
16号商铺
17号商铺
18号商铺
19号商铺
20号商铺
21号商铺
22号商铺
23号商铺
24号商铺
25号商铺
26号商铺

253.4
253.4
290.44
290.44
212.45
212.45
212.56
212.56
290.59
290.59
248.41
248.41
290.59
290.59
212.56
212.56
212.45
212.45
290.44
290.44
253.4
253.4
276.77
276.77
89.81
300.27

250.97
250.97
282.92
281.35
217.36
216.21
216.32
217.47
295.73
300.47
274.42
274.42
306.78
308.37
231.35
230.20
230.08
231.23
306.62
308.21
292.35
290.98
366.00
367.50
144.67
300.66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60

幢号 房号 建筑面积（m2） 参考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号楼

9号楼

合计

27号商铺
28号商铺
29号商铺
30号商铺
31号商铺
32号商铺
33号商铺

93.93
267.83
250.13
164.91
248.14
186.53
264.14
7953.81

151.30
227.39
223.24
262.06
216.06
196.92
273.12
8543.7

60
60
60
60
60
60
60

1980

幢号 房号 建筑面积（m2） 参考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万宁市阳光小区商铺拍卖公告国有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5HN006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以下房产：

公告期：2019年5月30日至2019年6月13日。标的现
状、竞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
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
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孙女士；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
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0日

序号

1

2

3

4

5

标的名称

水云天小区
1 幢 10C 号
房

吉 兴 公 寓
311号房

吉兴公寓二
层铺面

万泉河·温
泉小镇 A8-
2-702房

万泉河·温
泉小镇 A8-
2-802房

地址

海口市丘海大
道56号

海口市得胜沙
75号

海口市得胜沙
75号

琼海市嘉积镇
温泉官塘开发
区

琼海市嘉积镇
温泉官塘开发
区

建筑面积
（m2）

218.55

59.39

387.04

91.43

91.43

挂牌底价
(元)

2709124

562156

3672042

1036706

1041937

保证金
(万元)

85

20

110

35

35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

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竞买（失信

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

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

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9年6月6日至2019年７月１日到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

提交书面申请。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７月１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７月１日

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活动定于2019年6月20日8时00分至2019年7月３日10时0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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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３日10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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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

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

与入市主体签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

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除定金及土地增值收益调节

金以外的剩余土地出让金由入市主体与属地镇政府共管1年。（二）

根据文规函﹝2018﹞842号文，该宗地属商服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

案要符合当地建设风貌，并报文昌市规划委员会审批，竞得人须严

格按照市规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

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

求进行开发建设，以及不履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

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

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参照国有闲置土地的处置规定，已

发收缴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无偿收回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三）出让价款缴纳：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

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付清

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

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

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

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息，向出让人支付利

息。（四）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现场踏勘出让地

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

意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五）竞得土地后，

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

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六）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

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本

次出让宗地的投资强度不低于450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

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

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

一并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项目规划方案须符合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等有关部门行业规定。（七）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

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八）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

以变更公告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

发区一横路、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

人：黄女士 杨先生 张女士。联系电话：0898-63256323

65303602 32855875。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0日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8）-26号

地块位置

东郊镇龙东旅游快速干道
南侧福田村田尾园地段

面积

3725.09平方米
（折合5.588亩）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
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
建筑限高≤4层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旅馆用地）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340.8457
（折合91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205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19〕第4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

人民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壹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打击保险欺诈
共建和谐平安

——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反保险欺诈宣传活动
为有效防范和化解保险欺诈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平安人寿海南分公司积极响应银保监会《反保险欺诈指引》文
件精神，于5月开展一系列主题为“打击保险欺诈，共建和谐平
安”的反保险欺诈宣传活动，并向社会公众公布保险欺诈举报
途径，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举报保险欺诈线索。

平安人寿保险欺诈举报途径：
举报电话：①95511#-1-9

②95511说出“我要举报欺诈”
举报邮箱：rsqzjb@pingan.com.cn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