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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昌化江下游河口段综合整治工程一杨柳村至咸田村段
河道疏浚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公告
各位公众:

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拟在昌江县昌化江下游中汊杨柳
村至咸田村段河道实施“昌化江下游河口段综合整治工程-咸田村至杨
柳村段河道疏浚工程”,工程疏浚河道长6.78km,疏浚面积约3.85 km2,
疏浚量为1360.03万m3。现已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对该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征
求意见稿进行公示,以征求项目区公众有关项目环境影响的相关意见,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5月27日-6月10日(共10个工作
日),公众可登陆以下网站查阅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纸质
报告可电话联系查阅),并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发表意见或建议。网址
http://www.hnhggp.com/index.php?s=/Home/Index/detail/
id/618.html；联系方式:李庆清，18876122774，553558965@qq.com。

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7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85号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澄迈县生态环境保护局与被执行人海南
荣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行政处罚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于
2019年3月7日以(2019)琼01执85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查
封了登记在被执行人海南荣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澄迈县
华侨农场范围内全球CEO俱乐部海南荣德庄园(一期)项目1号楼
1601、1603、1604、1605、1606、1607、1608、1609、1610、1201、
1202、1203、1204、1205、1217、1001、1002、1003、1016、1019、
101、102、103、104、105计 25套房产。现本院拟依法对上述房产中
的102、103、104三套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
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
将对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二O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190603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6月19日上午10:00时在我

司拍卖厅公开拍卖：海口市龙昆北路住宅楼3幢102房。标

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6月18日下午4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6月18日下午5时前来我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

听涛居15A

电话：0898-68598868 18889413333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20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面前坡棚改区的B0601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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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面前坡棚改区(B0601地块)，土地面积为17934.51 平方米(合26.9
亩)，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土地出让年限40年。海口市面前坡棚改区B0601号地块的规划情况详见下表：

其他规划设计条件如下：1、结合商业建筑，沿龙昆南路设置大型
开敞空间，建筑后退用地红线不低于12米；2、B0601、B0602地块之间
需设置街区道路，道路断面不低于9米；3、地下空间可建商业面积不大
于13000m2；4、其他内容按《海口市面前坡片区棚户区改造策划及规
划设计》地块图则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一）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海口市行
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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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海
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
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
用权登记手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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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起始价为35022.66万元，每次加价幅
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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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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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9:00至2019年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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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4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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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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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
《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挂牌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

地块的定金，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竞买保证金不足成交价的10%
的，竞得人应当补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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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8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了《关
于面前坡B0601 地块宗地具备供地条件的说明》。该宗土地权属清晰，
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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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无污染，已具备供地条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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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该宗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
内，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属于房地产业中的零售商业用地，因此
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
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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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
的同时须与海口市商务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
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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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鼓励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
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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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从出让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
未满两年不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闲置
满两年的，报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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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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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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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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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21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西海
岸新区南片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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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土地面积为

11227.4平方米（合16.84亩），土地用途为旅馆用地，出让年限40年。
2018年11月30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以琼自然资函[2018]501
号文批准该宗地农转用。根据《关于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拟出让地块用
地规划条件的函》（海规函[2018]3719号），用地性质为旅馆用地，容积
率≤2.9、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建筑高度≤80米。

二、竞买人资格
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以及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有自身原因造

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以外（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
次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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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

（一）竞买人（或其关联公司）需具备在海南省运营过经省级认定
的众创空间和互联网创新创业基地产业园区资格及运营经验，且运营
过园区入园企业不少于200家。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
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
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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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价为楼面地价为931.03
元/建筑平方米，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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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1.2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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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7日9:00至
2019年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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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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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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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与海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须与
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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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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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买保证金不足成交价的10%的，竞得人应当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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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了《西海岸新
区南片区地块二宗地具备供地条件的说明》，该宗土地权属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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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无污染，已具备供地条件，可办理土地供
应手续；

（三）本次挂牌宗地属于海口市互联网产业园项目，作为海口市互
联网产业园项目配套旅馆用地。该宗地项目建设鼓励采用装配式建
造，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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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该宗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规
划用地性质为旅馆用地，属于房地产业中的旅馆用地，因此该地块的
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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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该宗地禁止建设产权式酒店；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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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内动工，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并达产。从出让合同
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满两年不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
20%征收土地闲置费；闲置满两年的，报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依法无偿
收回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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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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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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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3日

本报金江6月2日电 （记者王
黎刚）2019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
会龙舟赛暨海南省龙舟锦标赛6月2
日在澄迈县金江镇南渡江中国龙舟
活动基地结束，万宁潮港队夺得总成

绩第一名，并赢得2万元奖金。
本次比赛吸引了琼海市、定安

县、万宁市和东道主澄迈县等8支
队伍参赛，比赛设12人龙舟100米、
200米、500米直道赛三项。在100

米和200米直道赛中，万宁潮港队
斩获两项第一名，龙江乌什队和澄
迈青年队分列这两个项目的第二名
和第三名。

500米直道赛竞争最为激烈，预

赛成绩前四的万宁潮港队、琼海一
队、龙江乌什队和澄迈青年队进入复
赛。最终，澄迈青年队在复赛中后来
居上，勇夺该项冠军，万宁潮港队和
琼海一队分获第二名和第三名。澄

迈青年队和龙江乌什队分获总成绩
第二名和第三名，并分别赢得1.5万
元和1万元奖金。

本次赛事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澄迈县政府主办。

2019海南省龙舟锦标赛结束
万宁潮港队获总成绩第一名

三亚吉阳已办26场周末音乐汇
本报三亚6月2日电（记者徐慧玲）6月1日

晚，三亚市吉阳区周末音乐汇活动如期举行，由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唐宁带领学生演
绎的“桃李芳华”钢琴音乐会在大东海广场奏响。

音乐会在八手联弹《命运》中开幕，紧接着四
手联弹、六手联弹、十六手联弹的《黄昏的曲调》《西
班牙舞曲》《庆典进行曲》《加勒比海盗进行曲》《加
勒普进行曲》等曲目轮番奏响。

据了解，三亚市吉阳区周末音乐汇活动自去
年11月启动以来，已持续半年时间，每周一场，致
敬经典，已成为相对固定的惠民文化活动形式，目
前已举办26场。未来半年时间，每周末晚8时仍
将如期上演。

三亚市吉阳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开展周末音乐汇文化惠民演出，不断丰富市民
游客的文化生活，助推三亚文艺事业发展。

符致光蒋金富书画展开幕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尤梦瑜）6月2日

上午，由省委老干部局指导、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主
办的符致光、蒋金富书画展在省图书馆开展。
120余幅书法、国画等作品，展示祖国大好河山，
追忆峥嵘岁月。

展出的书法作品运笔苍劲有力，内容既有励
志名言，也有传世佳句；清新淡雅的中国山水画，
内容丰富，意境深远。参展作品皆为符致光、蒋金
富于近年创作。

符致光，现年83岁，祖籍海南文昌，自幼爱好
书法，主攻行草，其作品曾入编多部大型书画册，
并被多家机构收藏。

蒋金富，现年79岁，湖南省祁阳县人，擅长山
水画、书法，其画作曾在全国专业大赛中获奖。

今年是省老年书画研究会成立29周年，该会
将深入乡村、企业、学校、部队等开展书画“四进”活
动。一批老年书画家、书画爱好者将齐聚海口，学
习、研究、创作书画，体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
所为，并将于9月举办全省老年书画摄影展览。

本次展览将持续展至6月5日，公众可前往
省图书馆免费观展。

本报海口6月2日讯 （记者郭
萃）6月1日晚，2019海口仲夏文艺
季闭幕式活动在海口万达广场举
行。在为期33天的海口仲夏文艺季
中，共举办21场主题活动，约120万
人次市民游客参与其中。

该活动自4月30日开始，围绕青

年艺术、传统文化两大主题，邀请国
内外从事音乐、绘画、装置、书法、花
艺、古琴等领域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
者，在海口展示优秀文艺作品，交流
不同艺术理念，营造文化艺术氛围，
在为市民游客送上文化大餐的同时，
深化了文旅产业融合。

今年的活动通过在海口骑楼老
街、日月广场、海南大学、琼台师范学
院等不同场地开展，让更多内容走进
校园，走近市民游客，拉近了文化艺
术与大众的距离。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委、市政府主
办，海口市旅文局承办。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端午将至，粽香渐浓。6月2日，
“2019天涯共此时端午龙舟邀请赛”
在三亚河开赛，15支参赛队伍分男
女两组比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
不少“洋面孔”参赛，这让三亚龙舟赛
颇具“国际范”。

来自美国、加拿大、乌克兰、巴基
斯坦等7个国家的22名外国友人组
成的双猴科技欧非亚国际男队，在这
场极具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龙舟赛
上成为一大亮点。

对在三亚工作生活11年的俄罗
斯人阿里来说，能参加这样一场龙舟
赛实现了他多年的“小梦想”。“往年
的端午佳节，我在岸上看过不少龙舟

赛。今天亲自参加比赛，是我人生中
不可多得的经历。”赛后，阿里的激动
之情溢于言表，“明年我还要参赛。”

来自匈牙利的阿凯虽在海口一
所幼儿园任教，但近期周末常到三亚
和队友一起训练。“通过比赛我认识
了很多中国朋友，感受了三亚人的热
情。”阿凯激动地说，他要跟更多家乡
朋友分享海南特色美食和民俗文化。

珍妮特是美国加州人，和丈夫到
三亚两年了，目前在三亚一所学校任
教。“我们组的队员大多数是第一次
参赛，从坐姿、握桨、入水等开始学
习，今天能够顺利地把船划出去，大
家都格外有成就感。”珍妮特赛后感
触颇深地说“Nice”（很好）。

（本报三亚6月2日电）

海口仲夏文艺季落幕

6月1日，利物浦队在颁奖仪式上庆祝夺冠。
当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进行的2018-2019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决赛

中，英超利物浦队以2：0战胜英超热刺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路透

利物浦夺得欧冠冠军

三亚龙舟赛上的“洋面孔”

6月2日，天涯共此时端午龙舟邀请赛在三亚河开赛，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太极拳推广活动海南分会场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全国老年人太极

拳健身推广活动海南分会场近日在海口人民公园
举行，约700名海南老年太极拳爱好者参加。

在海南分会场活动中，我省老年人现场表演
了24式简化太极拳、陈氏26式太极拳、健身柔力
球广场舞、42式太极拳和中国功夫扇等节目。

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省老体
协将进一步倡导省内各地各级老体协和广大中老
年健身爱好者，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健
身文化，深入开展太极拳健身运动，让太极拳运动
在我国发扬光大。

本报海口6月2日讯（记者叶媛
媛）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海口
市“乡愁 我们的海口”摄影作品征集
启动仪式暨采风活动6月2日在该市
琼山区红旗镇本立村举行。

据介绍，本次征集的摄影作品创
作时间不限（鼓励近期创作的新作），

彩色、黑白不限，单幅、组照均可（组
照限4幅至8幅）。要求拍摄地必须
在海口市行政区划内，并标明具体拍
摄地点。征集作品内容分4个板块，
分别为梦里乡村、乡风乡俗、乡亲乡
邻和社区印记。旨在通过摄影作品
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海口城乡的

巨变。
据悉，目前已开始征集作品，6

月 30 日 截 稿 ，投 稿 邮 箱 为
kqwh@vip.163.com，优秀作品将在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展出。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委宣传部、海
口市文明办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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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征集“乡愁”题材摄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