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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作价出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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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东郊镇东郊村民委员会东蓝、西蓝、中蓝村民小组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作价出
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作价出资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文集土告字〔2019〕第6号

二、本次作价出资不接受联合体申请。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根据入市主体意愿，本宗地已有意向合作方，不考虑其他
主体进行作价出资合作申请。根据入市主体与意向合作方（海南强盛油气
有限公司）签订的《联营合作协议书》，该宗地建设项目投资规模为人民币
1840万元，入市主体与意向单位根据该地块成交价，确定各自占有股权份
额。增资扩股时，须按增资扩股时的土地市场价值重新确认入市主体占有
股份。入市主体须保有5%最低持有股权比例。该宗地按照出价不低于底
价的原则最终确定作价出资合作是否成交。四、本次作价出资宗地涉及占
用2.153亩新增建设用地，需 缴交7.1049万元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3.3万元/亩），该笔费用由意向合作方向市财政缴交。五、本次挂牌作价出
资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作价出资手册（该挂牌作价出资手册所
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9年8月5日至2019年9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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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购取挂牌作价出资手册和提
交书面申请。六、申请人交纳作价出资合作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9
月2日17时00分（以合作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作
价出资合作保证金，我局将在2019年9月2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挂牌作价
出资资格。七、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作价出资活动定
于2019年8月20日8时00分至2019年9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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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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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取得土地后，意向合作方须
按照签订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成交确认书》
约定与入市主体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合
同》，入市主体与意向合作方须在作价出资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履行作价出资

手续，并将入市地块使用权办理土地变更登记至双方合作公司名下。（二）根
据文规函〔2018〕1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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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合作方须严格按照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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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作价出资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
作价出资合同。（四）本次作价出资宗地按现状条件作价出资，意向合作方应
当现场踏勘作价出资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作价出资合作，视为对作价出
资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合作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五）
办理作价出资及将土地变更登记至双方合作公司名下后，合作公司须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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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文集建试（2018）-29号地
块拟建项目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作价出资宗地的投资强度不低于55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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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价出
资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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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合作方在签订《文昌市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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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作价出资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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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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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入市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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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郊镇滨海旅游快
速干道北侧蓝田村地段

面积（m2）
1865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商服用地)

作价出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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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1（折合

1140元/平方米）

合作保证金（万元）
128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18）琼01执恢69号
（2018）琼01执恢70号
（2018）琼01执16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海南置地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三案。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查封的被执行人海南置地实
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海口市明珠路2号置地花园1#楼1-2层裙房
【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30355】、置地花园1#楼一层
空房【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08399】、置地花园1#楼
物业办公室【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08401】、置地花
园2#楼一层空房【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08407】、置
地花园 1#楼地下一层库房【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008405】、置地花园2#楼地下一层库房【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HK008403】、置地花园3号楼地下夹层【房产证号：海口市
房权证海房字第HK025033】、置地花园5幢1A房【房产证号：海口
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24932】、置地花园5幢1B房【房产证号：海口
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25053】、置地花园6号楼一层A房【房产证
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26907】、置地花园7号楼1楼【房产
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47764】、置地花园7号楼2楼【房
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47765】、置地花园地下车库【房
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25034】的房地产进行处置、拍
卖。对上述法院待处置的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
依法处置上述财产。

特此公告
2019年7月29日

《文昌市中心城区7处具备出让条件国有建设用地调整方案》
已编制完成，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
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7月31日至2019年8月29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
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
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中心城区7处具备出让
条件国有建设用地调整方案》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31日

关于邀请参与空港污水处理厂、滨海污水处
理厂、灵山污水处理厂、演丰镇污水处理厂扩
建等四个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公告

空港污水处理厂、滨海污水处理厂、灵山污水处理厂、演丰镇污
水处理厂扩建等四个项目现需向社会公开、择优选定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单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
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到我司项目部报名了解详情，以便我司确定拟采
购对象，开展遴选工作。截止2019年8月2日下午5点30分，停止报
名，逾期不受。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
孵化中心2单元7楼

联系人：伍工 15799033832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白
瀛 谢滨同）来自国家电影资金办的数
据，截至发稿时，上映5天的国产动画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
吒》）票房突破10.2亿元，刷新《功夫熊
猫3》2016年创造的10.03亿元票房纪
录，成为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新冠军。

官方数据显示，国产动画电影票房
前10排行榜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
9.57亿元位列季军，此后是《熊出没·原
始时代》《熊出没·变形记》《大鱼海棠》
《熊出没·奇幻空间》《白蛇：缘起》《熊出
没之熊心归来》《熊出没之夺宝熊兵》。

《哪吒》改编自中国传统神话故
事，讲述了哪吒逆天不认命、勇敢与命
运斗争后成为英雄的成长故事。电影

上映以来，其精良的制作和富有传统
文化内涵的故事引发了全国观众的热
议和好评，成为今年电影暑期档的一
匹“黑马”。

该片的票房、口碑双丰收不是一
个偶然事件。近年来，随着中国动漫
行业的发展，国产动画电影呈现强势
崛起的态势，涌现了《大鱼海棠》《白
蛇：缘起》《风语咒》《大护法》等一大批
优秀作品。

业内人士指出，在政策扶持、需求
增长、人才涌现的背景之下，国产动画
电影逐渐撕掉“低幼”“粗制滥造”的标
签，不再仅仅是儿童选择、父母陪看的

“合家欢”电影，而更多适应不同年龄层
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潜力。

以《哪吒》为例，对更高年龄层的
受众而言，影片一改说教式灌输的策
略，呈现出一个富有人类真实情感，虽
叛逆淘气被人误解、却向往真善美的
主角哪吒。李靖、申公豹、敖丙等角色
的塑造，均没有绝对的正派与反派、二
元对立的善恶，其具有现实意义、贴近
时代背景的人性化设定，触动着观众
的心弦。

随着《哪吒》的热映，业内普遍对国
产动画电影充满信心。近期上映的《全
职高手之巅峰荣耀》《罗小黑战记》以及
预计2020年上映的《姜子牙》《西游记
之再世妖王》《凤凰》《大护法2》等都受
到“国漫迷”的普遍关注，国产动画电影
有望走向新的高度。

“一带一路”国象国际公开赛长沙开战

海南两棋手C组领跑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记者7月30

日从省国际象棋协会获悉，2019“一带一路”中国
（湖南）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7月29日在长沙开
战，三轮战罢，海南棋手李亿豪和陈瑜亮以两胜一
和积2.5分的成绩，暂居C组并列头名。

据介绍，此次比赛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30
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棋手参赛，总奖金24万
美元。比赛分A、B、C三个组别。等级分2400以
上为A组，等级分2000至2399为B组，等级分
2000以下为C组。A组和B组各有70余人参
赛，C组有近500人参加。韦奕、余泱漪、居文君
和俄罗斯名将拉戈诺、埃及名将阿明、西班牙名将
瓦列霍等国象特级大师都参加了本次比赛。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7月30日从省足
协获悉，省足协接到中国足协通知，
海南省中海足球俱乐部球员刘志丹
入选中国男足U15集训队。

据介绍，中海俱乐部球员刘志丹
和张祖民曾入选上一期国家U15选
拔队，但他俩均未入选最后的大名单。

最近在海口举办的国际青少年
足球锦标赛结束后，中国足协再次组
建U15集训队，刘志丹和另外两名球
员增补入选。国足U15集训队先到
吉林延边进行集训，结束后将返回中
国足协香河基地进行队内对抗赛。

刘志丹就读于海口灵山中学，在
中海足球俱乐部U15队司职前锋，在

日前举行的二青会足球比赛中，刘志
丹是海南中海队的主要得分手。在
国足U15队，刘志丹将和一名来自山
东鲁能队的前锋竞争主力位置。

海南中海足球俱乐部相关负责
人说，刘志丹这两年进步较快，速度
和技术有了较大提升，希望他能在集
训期间有进一步提升。

海南小伙刘志丹入选国足U15集训队

《哪吒》上映5天票房突破10亿
刷新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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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羽联公布最新排名

日本选手山口茜女单世界第一
据新华社吉隆坡7月30日电（记者林昊 郁

玮）世界羽联30日公布最新一期各单项世界排名，
日本选手山口茜凭借印尼、日本两站公开赛夺冠，
超越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成为新女单世界第一。

在本土夺冠后，山口茜的积分为96130分，超
过戴资颖的92625分。戴资颖自2016年12月成
为女单世界第一，中间只在2018年4月短暂让出
该位置。山口茜的队友奥原希望排名第三。中国
队选手陈雨菲和何冰娇分别排名第四和第六位。

男单排名中，日本选手桃田贤斗在日本公开赛
夺冠后继续排名世界第一，中国队选手石宇奇排名
第二，谌龙排名第四。林丹的排名维持在第十四位。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
兰恭来 吴书光）近日，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足
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等
部门共同制定并印发了《全国社会足
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对
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出的若干示范城
市新建社会足球场予以补助。

近年来，我国足球人口快速增
长，联赛体系逐步形成，社会足球初具
氛围，但足球场地设施还存在明显短

板，和足球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
在此背景下，《实施方案》中明确，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
资，在全国范围内筛选若干示范城市
（县级及以上城市），对其新建11人制
标准足球场，每个球场补助 200万
元；对其新建5人制、7人制（8人制）
足球场，每个球场补助不超过100万
元；对改建、扩建和修缮项目不予支
持。同时，鼓励各地通过财政资金、体
育彩票公益金、开发性金融等多种资
金渠道对足球场建设予以配套补助。

据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举措重在解决社会足球场地设施供给
不足、布局不优、效益不好等问题，将明
显提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场地
利用率及运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

据了解，专项行动针对所有对足
球场地建设有较大需求、足球运动基
础较好、发展足球产业积极性较高的
城市。同时，此次行动将坚持“优中
选优”，优先考虑具有足球文化积淀、
足球氛围浓厚、足球产业蓬勃发展、
对足球场地建设有较大需求的城市。

部分新建社会足球场将获补助

11人制标准球场每个补助200万元

7月30日，巴黎圣日耳曼队球员姆巴佩（右一）在比赛中破门得分。
当日，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19国际超级杯苏州站比赛中，巴黎圣日尔

曼队以3：0战胜悉尼FC队。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国际超级杯足球赛：

巴黎圣日尔曼胜悉尼FC

中网公布首批参赛球员
三位超新星将参赛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李博闻）现
世界排名第六的希腊新星西西帕斯、排名第八的俄
罗斯名将卡恰诺夫和加拿大超级新星阿利亚西姆
30日共同宣布将参加2019年中国网球公开赛。

西西帕斯生于1998年，是当今网坛超新星。
今年他在马赛和埃斯托利尔斩获两个冠军头衔，在
澳网接连击败费德勒、阿古特等名将闯入半决赛。

今年将是卡恰诺夫第三年来到北京国家网球
中心，也是他首次以世界前十的排名参加中网。
过去两年，卡恰诺夫都打入中网十六强，最终分别
惜败于纳达尔和德尔波特罗。

作为前途最被看好的“00后”球员之一，阿利
亚西姆将首次亮相中网。虽不到19岁，但这位加
拿大新星蹿升速度之快令人惊叹，目前世界排名
已逼近前二十，成为1999年的休伊特后打进世界
前25最年轻的球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