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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经查，位于澄迈县老城镇东水港村委会东水港村搭建的3栋
楼房（详见附件，图斑编号分别为 CM1011802B012404、
CM1011802B012397、CM1011802B012396）。经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查询，该3栋楼房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
了《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

因该3宗违法建筑目前无法确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为进一
步查清事实并依法及时处理，根据《澄迈县违法建筑分类处置办
法》第八条第五款之规定，本机关依法予以公告，要求该3宗违法
建筑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日内到本机关
主张权利，依法接受调查，提出陈述申辩理由或自行拆除。公告
期满，无单位或者个人到本机关主张权利，接受调查，提出陈述

申辩理由的，本机关将认定该3处违法建筑为无主物，依据《海南
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七条和《澄迈县违法建筑分类处置办
法》第十条之规定予以拆除。

特此公告。
附件：现场照片3张和违法建筑位置示意图1张
联系单位：澄迈县老城镇人民政府
联系地址：澄迈县老城镇南海大道70号
联系电话：0898-67488300

澄迈县老城镇人民政府
2019年6月11日

澄迈县老城镇人民政府关于3宗无主违法建筑的公告定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定自然资出告字〔2019〕1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定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

牌方式出让位于定安县新竹镇中线高速公路东侧的一宗新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完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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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地拟用于建设定安装配式建筑产
业基地项目，主要生产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属于低碳制造业。拟建
项目应已通过海南省自由贸易区（港）招商联席会议，取得海南省装配
式产业规划并取得产业主管部门及规划部门等批复意见。2、出让宗
地投资强度不低于20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税
收不低于10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之日起6年内。以上出让指标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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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宗地的开发建设须实
施装配式建筑，并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三、竞买事项：1、竞买人资格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或
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个人或联合申请，属境
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及法律规定的其
他文件。竞买人注册资本须不少于10000万元。具有下列行为的竞买人
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①在定安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
未及时改正的；②在定安县范围有因自身原因造成闲置土地，并未及时纠
正的。③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3、
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
文件，有意参加竞买者可到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18办公室或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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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期限：2019年6月12
日至2019年7月10日（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4、竞买保证金：申

请人应在2019年7月10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存入指定账户（以到账
为准）。5、资格确认：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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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6、挂牌报价
时间及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7月2日08:00。挂牌截止时间：
2019年7月12日10:00。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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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7、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
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四、其他事项：1、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时，一并与定安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准入协议同时报县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登记；
同时，竞得人须与定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装配式建筑补充协议。
2、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
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3、鉴于该宗地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在项目建
设前须做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地质灾害。
4、本次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产生的所有税、
费由竞得人承担。5、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
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
有关管理规定。6、挂牌出让的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本次挂牌事项如
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7、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定安县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挂牌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组成部分。

五、咨询方式：咨询电话：王先生：0898-66722585
杨先生：0898-65303602 黄先生：0898-63822430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hnlmmarket.com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12日

地块编号
新竹镇CR2018-01

土地位置
定安县新竹镇中线高速公路东侧

用地面积(m2)
153127.54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20%

出让年限（年）
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4136

海南儋州海涛民族农业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通知
股东王先雄：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代表66%表
决权的股东孙昕提议，现决定2019年6月28日上午十时于
江苏省常州市劳动西路华景大厦1901室召开海南儋州海涛
民族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审议公司变更法定
代表人，以及公章、证照管理等事宜。请您务必亲自参加本
次会议。如特殊原因未能到场，请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出席。联系人：孙昕，电话13685230072。

海南儋州海涛民族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孙昕
2019年6月1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资规〔2019〕2506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
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
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
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办理
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
议。联系电话: 68512605。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27日

产权申
请人

王博

申请依据

海口市房
权证海房
字 第
11093号

土地
坐落

海口市
海秀路
华侨新
村

申请土
地面积

43.85
平方米

土地权属证件

海口市国用(2007)
字第 005793 号、
海口市国用(2009)
第002940号

项目
名称

华侨新
村 H-
5 号别
墅

原土地
使用者
海南凤
凰地产
有限公
司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6月20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大厅按现状

公开拍卖以下标的：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路佳宝花园A栋207（建筑面积
171.63m2）、707（建筑面积171.63m2）、1507（建筑面积171.63m2）及第
一层、第二层商铺（建筑面积1407.52m2）。面积仅供参考，最终以房产
主管部门核定为准。其中住宅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20万元/套，商铺保
证金为人民币300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500万元。

本次拍卖采用整体优先的方式，若整体无人竞买，则按单套拍卖。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6月19日下午17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人应符合海口市房地产限购政策要求的条
件，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

电话：18689812120 林小姐
拍卖地址：海口市蓝天路12-1号国机中洋公馆1B802室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19年6月20日上午9:3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
卖:海南澄迈咖啡酒厂、海南澄迈咖啡厂2户债权资产包。（截止
2019 年 2月 28日，海南澄迈咖啡酒厂债权本金 230万元、利息
1623.35万元，本息合计1853.35万元；海南澄迈咖啡厂债权本金
291万元、利息2902.23万元，本息合计3193.23万元，上述2户债权
本息合计5046.58万元）。参考价：人民币320万元，竞买保证金：
100万元。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本拍卖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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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标
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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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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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
制人等、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9年6月19日17:00止。
收取竞买保证金：2019年6月19日16:00止，以款到账为准。
有意者，请到我公司了解详情，按规定时间缴纳竞买保证金并

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幢4楼
电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
网址：www.typm.com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65271 68664292 68650464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

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0620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06月20日10:00 在我司拍卖大厅公开拍

卖：

报废电力电缆及电缆桥架一批（详细清单备索）。参考价：人民

币123万元/整体净价，竞买保证金：20万元。上述标的包括报废镀

锌电缆桥架约为37000KG，报废电力电缆约为66000KG。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 06 月17-18 日。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0 6 月19 日16:00之前缴纳竞买保

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报名需交

纳报名资料费人民币100元）。

地址：海口市海秀东路33号瑞宏大厦A1座1302室

电话：0898- 66785809 18976211911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澄迈县非洲猪瘟防控期间冷冻猪肉应急储备
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并提交相关证明资料）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提

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如
已办以上三证合一的企业仅需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即
可；

2、具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记录（需提供2019年任意三个的
社保和纳税证明）；

3、需提供2018年的财务报表；
4、具有《生猪屠宰加工企业资质》（SB/T10396-2005）规定的叁星

级以上（含叁星级）的资质；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提供企业在“信用中国”（http：// www.creditchna.gov.cn）
7、缴纳投标保证金；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公告截止时间：2019年06月13日
标书发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名门广场北区A座2201室
招标代理：海南上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工 联系电话：0898-68521112

琼海官塘水院项目由海南宏城鑫泰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建设用地位于
琼海市嘉积镇白石岭长岭水库东侧，用地面积44775.19m2。琼海官塘水院项目
修规方案已由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复同意建设。现琼海官塘水院项目
B-11地块11栋酒店建筑申请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根据《海南省太
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7号），公示如下：1.琼海官塘
水院项目B11-01#至B11-11#共 11栋低层酒店建筑，屋顶建筑面积合计
3493.22m2，太阳能集热器面积 896.616m2，热水系统应用总建筑面积
22144.06m2，客房总数504间。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756m2。2.公示
时间：10日（6月12日至6月21日）。3.公示地点：海南日报、琼海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规划管理组、建设用地现场。4.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书面意见请寄到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规划管理组；（2）意见或建议在公示期间内提出，
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
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3）联系电话：0899-62822440，联系人：朱仲宜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6月12日

关于琼海官塘水院项目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的公示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11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
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激励和引
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勇攀高
峰，树立科技界广泛认可、共同遵循的
价值理念，加快培育促进科技事业健
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全社会营
造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意见要求，自觉践行、大力弘扬新

时代科学家精神。大力弘扬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
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
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面临
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进一步弘扬科
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需要广
大科技工作者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

领科技发展方向，勇做新时代科技创
新的排头兵。

意见明确，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崇尚学术
民主，坚守诚信底线，反对浮夸浮躁、
投机取巧，反对科研领域“圈子”文化。

意见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
建良好科研生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正确发挥评价引导作用，大
力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加强宣传，营

造尊重人才、尊崇创新的舆论环境。
意见提出，力争1年内转变作风

改进学风的各项治理措施得到全面实
施，3年内取得作风学风实质性改观，
科技创新生态不断优化，学术道德建
设得到显著加强，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得到大力弘扬，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
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献
身科学的浓厚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汇聚磅礴力量。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
首届大会共谋人类健康福祉

据新华社青岛 6月 11日电 （记者温竞华
苏万明）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首届大会
11 日在青岛开幕。大会围绕“健康无处不在
——可持续发展的2030时代”的主题和“人人
得享健康”口号，讨论大健康相关领域热点，促
进全球合作，着力增进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健康
福祉。

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由博鳌亚洲论坛于2018
年发起成立，是健康领域政商学结合、高端对话
与务实合作、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综合性
平台。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时代的医疗创新与发展”
“创新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及应用”“老龄
化”“女性健康”等健康领域热点话题，吸引了多国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人、相关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
织代表、产业界代表、企业家、投资家和科学家等
嘉宾参会交流。

大会主席陈冯富珍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公
共卫生医疗是公益事业，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一
个国家可以在一些重大公共卫生医疗问题上得以
幸免。因此，“人人得享健康”目标的实现需要人
人参与、国际合作。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说，在大数据、人
工智能、生物科研等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以
新的眼光和视角看待健康产业，赋予健康产业以
新的时代内涵。

康复大学
获批在山东青岛开建

据新华社青岛6月11日电（记者罗争光 苏
万明）由中国残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共同推动建
设的康复大学（筹）11日在山东青岛举行揭牌仪
式，其间宣读了教育部关于支持筹建康复大学的
函，标志着这所致力于培养高水平康复专业人才
的高等学府正式开建。

据介绍，我国现有约8500万残疾人，康复是
残疾人事业的重中之重，也是残疾人和千万家庭
的迫切需求。我国还有超过4000万失能和半失
能老人，也需要优质的康复服务。

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复支持筹建康复大学。
康复大学由山东省主办，驻地青岛市。中国残联、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建设。

苍茫南海，中国西沙；晓行海波，
夜宿孤岛。从踏上中建岛的第一步
起，记者就被年轻的天涯哨兵那特有
的精气神感染着、鼓舞着、激励着。

这里孤悬沧海，高温、高湿、高盐、
高日照；这里远离大陆，缺淡水、缺泥
土、多台风。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
持着年轻的官兵以苦为乐，以岛为家，
把“祖国万岁”种到天涯？在不足1.2
平方公里的海岛上“抛洒青春不吝啬，
豪饮孤独当美酒”的他们，有着怎样的
内心世界？

大海般的热爱
——“中建岛就是我的家，家却成

了永远的故乡”
三级军士长邱华原本想当一名

逐波踏浪、纵横四海的水兵，上岛之
初很失落，想干两年就退伍，谁知这
岛一守就是20年，成了守卫西沙时
间最长的兵。

“待出感情了，舍不得。中建岛就
是我的家，家却成了永远的故乡。”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老兵舍不得？
“舍不得这片土。”邱华说，最初是

受老班长刘正深的影响。刘正深守岛
8年，每天都比别人早起，快退伍的时
候起得更早了。离开岛的那一天，他
抓了一把沙，说要珍藏一辈子。

“舍不得这身军装。”和邱华一样，
许多官兵把军装穿成了第二皮肤，真
要脱下来，浑身疼。

“舍不得这里的战友。”曾经，邱华
多位至爱亲人接连遇害、病逝、患重
病。“在最困难的时候，是组织和战友
一次次帮助我从低谷中站起来，战友
就是我的家人。”

“以岛为家”，绝不只是一句口号。
雷达班班长王超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
岛的情形。接他的老班长赵岩不善言
谈，一路波翻浪卷，快到中建岛的时候
突然说了一句：“我们就要到家了。”

这句话，王超记了5年。
“爱着你的每一寸海，恋着你的每

一粒沙！”听起来让人感觉是在旅游胜
地，而不是“四高两缺一多”的远海孤
岛。其实，言语之间是以岛为家、乐守
天涯的满满的爱。这爱，就像他们周
边的海，澄澈、宽广、深沉。

大山般的责任
——“上岛就是上前线，守岛就是

守阵地”
25岁的士官董威和恋人刚分手

的那段时间，后悔、迷茫：“我不明白，
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守一个弹丸小岛有
什么意义？”

日出日落，看到战友们一往情深地
守岛建岛，认识到小岛在国家战略中的
重要地位，董威脸红了。“那么大的一片
海，靠我们去守卫，责任多大呀，不是什
么人都可以担起这份使命的。”

教导员刘长文介绍，他们每月都
要组织一堂时政课、进行一次战备分
析，每一名战士都明白自己为什么守

岛、为谁而备战，董威的“意义之问”早
已不是问题。

夕阳西下，《中建岛之歌》在这个
南海前哨上空响起：“千里长沙的明
珠，万里海疆的门户。战友们，爱国爱
岛，忠诚魂铸……”这首歌的词作者正
是刘长文。

为了不辱使命，从上岛那天起，四
级军士长郭丹阳一守就是16年。

“不是没想过离开。”34岁的郭丹
阳面朝大海，“但这里是祖国的南大
门，总要有人来守。”为了这个“守”字，

“十佳天涯哨兵”郭丹阳三推婚期。
说话间，一首歌又响起来：“美丽

的天海间总有刀光剑影……”这是西
沙官兵自发创作的《站在最前沿》，道
出了天涯哨兵枕戈待旦、捍卫国土的
责任担当。

火炬般的荣誉
——“维护荣誉就是维护生命，续

写荣光是不懈的追求”
在中建岛营区中心的西侧有栋平

房，那是中建岛官兵心中的圣殿——
荣誉室。这里装载着历代中建人奋发
努力的累累硕果，镌刻着中建前辈不
懈奋斗的壮丽篇章。

荣誉室里有一面锦旗，是中建人
恒久的自豪：1982年8月，中央军委
授予中建岛守备队“爱国爱岛天涯哨
兵”荣誉称号，人民海军历史上有了第
一个被中央军委授称的基层单位。

上士班长李孝龙说：“在中建岛，
维护荣誉就是维护生命，续写荣光是
不懈的追求。”

离开中建岛的前一夜，记者随刘
长文夜巡。对于荣誉，他有更广的理
解，就是世代传承的西沙精神。

“每次巡逻，我总是涌动着一种豪
迈，这就是军人的荣誉感吧。”刘长文说。

借着皎洁的月光，记者又一次看
到了守岛官兵用海马草种出的巨幅党
旗、国旗和“党辉永耀、祖国万岁”八个
大字。在这遥远的地方，这旗帜格外
令人感动和振奋。

(据新华社海南三沙6月11日电)

“爱着你的每一寸海，恋着你的每一粒沙！”
——探寻海军西沙中建岛官兵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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