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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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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设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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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
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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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
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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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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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月川单元（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
控规YC1-2-01A、YC1-2-01C、YC1-2-05A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总面积21551.91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总面积21538.77
平方米）。其中，1.控规YC1-2-01A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12001.43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1994.08平方米）；2.控规
YC1-2-01C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5069.07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5066.00平方米）；3.控规YC1-2-05A地块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4481.41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4478.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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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于月川单元（三亚总部商务启动区）控规YC1-1-01B、YC1-1-01E、YC1-2-01A、YC1-2-01C、
YC1-2-05A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三府函〔2019〕414号），证明控规YC1-2-01A、YC1-2-01C、YC1-2-05A地块土地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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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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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月川单元
(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控规YC1-2-01A、YC1-2-01C、YC1-
2-0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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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用地（用地代码：B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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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为
500万元/亩，年度产值和年度税收不设控制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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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要求：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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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
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
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3.该宗地项目建设应按
省、市有关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的要求执行。4.本次出让宗地项目建
成后，建筑自持比例不低于3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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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规划发展的要求，该宗地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
项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与三亚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且为《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或全国性金融机构或中央企
业。竞买人须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应按照海南
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相关产业规划发展的要求和《三亚月川单元核
心区域整体开发精细化城市设计及导则》的要求开发建设，并在三亚
设立区域总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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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74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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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审查。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
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后，其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
成交价款。同时，竞得人须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

期限支付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土地
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
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期限不得超过合同签订之日起1
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的50%。逾期未付清土地
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竞得人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 8 月 20 日至2019年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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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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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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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9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9 月 20 日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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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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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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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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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9日

控规编号

YC1-2-01A
YC1-2-01C
YC1-2-05A

合计

土地面积
（m2）

12001.43
5069.07
4481.41
21551.91

用地规划
性质

其他商务用
地（用地代
码：B29）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

使用年
限（年）

40

/

容积率

≤4.0

/

建筑高度（m）

≤100

/

建筑密度（%）

≤35

/

绿地率（%）

≥35

/

评估单价
（元/m2）
24492
22964
24372

/

评估总价
（万元）
29393.90
11640.61
10922.09
51956.60

规划指标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
吴嘉林）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中
方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将会影响中美
贸易磋商，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9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香港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特朗普总统此前曾经表示
过，“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必须

自己解决，不需要建议”，希望美方能
够说到做到。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
称，想看到香港问题以非常人道的方
式得以解决。如果中方使用暴力，那
将会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磋商。

耿爽就此表示，发生在香港的

游行示威和暴力犯罪活动已经有
两个多月了。香港的法治、社会秩
序、经济民生、繁荣稳定和国际形
象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事实证
明，没有法治和秩序的所谓民主和
自由，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
动乱，最终损害的是广大公众的利

益。”耿爽说。
耿爽表示，当前香港最急迫和

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依法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中国中央政府将继续坚
定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
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
严正执法，坚定支持依法惩治暴力

犯罪分子。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耿爽表示，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希望美
方能够同中方共同努力，落实两国元
首大阪会晤共识，在相互尊重和平等
相待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来找到
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方涉港言论

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 （记
者 吴 嘉 林）近日，在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地，香港游行示威的支持者
与香港警察的支持者发生冲突。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9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包括
留学生在内的海外中国公民对妄
图分裂国家、抹黑中国形象的言

行表示愤慨和反对，完全理所应
当，也在情理之中。

“ 我 们 同 时 也 希 望 海 外 中
国 公 民 能 够 理 性 地 表 达 爱 国

热 情 ，注 意 保 护 自 身 安 全 。”耿
爽 说 。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中
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同时

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尊重和
理解海外中国公民的合法活动，
保障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耿爽说。

外交部：

海外中国公民对妄图分裂国家的言行表示愤慨完全理所应当

香港著名实业家胡应湘：

向“港独”“暴动者”说“不”
向维护法治者致敬

新华社香港8月19日电（记者周文其）香港
著名实业家胡应湘19日在多家报章发声，指出纵
容暴力、有法不依，香港必定走向衰落、民不聊
生。他严正声明，要向“港独”及“暴动者”说“不”，
向维护法治者，特别是香港警队致敬。

胡应湘强调，维护社会公义、安定的责任是靠
一套完善的法律，由司法系统执行。警察是在法
律赋予的权力下去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过去数
周，在面对骚乱的情况下，香港警方仍以克制及专
业水平去努力维护社会治安及秩序，这是有目共
睹的。

胡应湘是以“第三代香港居民”的身份发声。
他回顾了香港的历史，表示香港历来就是中国的
领土。国家改革开放后，国内生产总值以破世界
纪录的速度增长，数亿人民从贫穷中解放出来，香
港经济亦大大受惠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国两
制”是香港之本、法治是香港的基石。

新华社香港8月19日电（记者朱宇轩）香港
警方19日证实，涉嫌袭击《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
的赖姓男子当日上午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表示，该名19岁男子13日晚在香港国
际机场客运大楼内袭击一名内地记者，被控参与
非法集会、伤人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三项罪
名。东区裁判法院表示，涉案男子不获准保释，案
件押后至10月28日再审讯，期间等候警方进一
步调查。

控方表示，在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广场示威
中，赖姓男子涉嫌冲击警方防线及袭警，后获保
释。在保释期间，该男子再次犯案，且本次行为更
加严重，在付国豪被救援人员抬上担架后仍袭击
付国豪。控方认为，被告在以后的大型公众活动
中很有可能再度犯案。该名男子袭警案将于本月
23日在沙田法院提堂。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发布会上，香港特区政府
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表示，在周末的
游行中，警方首次针对大型集会活动给市民发手
机短信，提醒市民注意安全。

谢振中表示，周末游行的示威者偏离不反对
通知书原定路线，占据马路、堵塞交通，用激光照
射警员、向警员扔鸡蛋及垃圾，并从行人天桥上向
警车扔垃圾桶等。

特区政府警务处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
表示，6月9日至今，共有178名警务人员受伤。

机场袭击付国豪的嫌疑人
在香港法院提堂

李 柱 铭 是 香 港 反 对 派 老 牌 政
客。长期以来，他打着“为香港争取
人权民主”的幌子，充当的却是西方
反华势力的代理人，破坏“一国两
制”、推动“港独”发酵。在这次“反修
例”事件中，他与西方反华势力内外
勾结，策划、煽动、蛊惑极端分子暴力
乱港，以期达到夺取香港管治权的险
恶政治目的。李柱铭毫无民族尊严，
其卖港卖国的累累恶行，势必逃不过
正义的审判。

挟洋自重、反中乱港，是李柱铭最
为人鄙视的标签。翻看历史，祖籍广
东的他却心甘情愿做洋奴，阻扰香港
回归、反对基本法、挑战“一国两制”、
敌视祖国的恶劣言行不可胜数，可谓

“一以贯之”。
早在香港回归前，他积极配合港

英当局的政策部署，同时试图将香港
问题国际化，乞求外国势力干预。
1988 年，他在窜访美国时公开声称：

“如果香港继续做100年英国殖民地，
我想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1990 年
他为美国国会“献策”：美国应当迅速
就港人的政治意愿，制定一套特定的
政策等等；1996 年窜美期间，他又宣
称，向美国争取把香港问题国际化
……对于曾公开表示“敢于当殖民主
义的走狗”的李柱铭来说，出卖香港利
益、出卖国家利益如同家常便饭，毫无
违和感。

香港回归祖国后，李柱铭曾任特
区立法会议员，而在实际言行中屡屡
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纵容“港
独”，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央政府，处心
积虑地抹黑中国。他长期与美国等政
界右翼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协助西方
势力插手香港事务、干预中国内政；他
频繁组团前往英美等国家，唱衰香港、

唱衰“一国两制”，乞求西方国家在香
港法治和人权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以致隔三岔五就到外国“告洋状”成为
人们对李柱铭的深刻印象。2008 年
北京举办奥运会，举国上下欢欣振奋，
而李柱铭却投书《华尔街日报》，给中
国举办奥运会捣乱添堵，其洋奴思想
之根深蒂固，“反中乱港”执念之阴魂
不散，可见一斑。

作为香港反对派“教父”级人物，
李柱铭利用“政治影响”和资深大律师
的身份，常年一直在西方势力面前担
当“引路人、黑中介”的角色，物色、培
植和挖掘了多名“反中乱港”分子，其
中就包括非法“占中”的首要策划者戴
耀廷和此次“反修例”事件的重要幕后
黑手黎智英。李柱铭称得上是香港的

“乱源”、“动乱制造者”。
在此次修例风波中，李柱铭充当

了策划者、煽动者、组织者的角色，自
始至终极尽破坏抹黑之能事。一方

面，他窜访美、加、英等国，呼吁西方干
预香港事务，请求美国迫使“香港特区
政府撤回条例修订”；一方面，与黎智
英联手，利用黎智英控制的媒体大肆
发布造谣文章，以偷换概念、歪曲解读
等肮脏手法，公开抹黑香港特区政府
修订《逃犯条例》，煽动蛊惑民众与特
区政府和警方进行暴力对抗。身为法
律人，李柱铭公然教唆犯法，破坏香港
的法治基础，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置
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于不顾，其丑恶
行径无耻至极。

尤为讽刺的是，一直以“英国御用
大律师”身份自居的李柱铭，却连最基
本的逻辑都无法自洽。实际上，最早
提出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内地谈移交
逃犯协议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的，
正是他自己。早在1998年，时任香港
特区立法会议员的李柱铭就曾正式提
出“逃犯危害香港安宁”，动议特区政
府安排内地与香港可移交罪犯。20

多年后他却突然玩“变脸”，其出尔反
尔、指鹿为马的“政棍”行径，不仅违背
了作为法律人的基本职业操守，更折
射出“反中乱港”的险恶用心。

修例风波发生以来，李柱铭口口
声声“愿意为民主付出绝对代价”，但
在街头暴乱事件中，他一面蛊惑香港
学生和社会青年参与暴动，一面却不
让自己后代沾染任何“街头政治”污
渍，“两面人”的算计和考量展现得淋
漓尽致。处心积虑地让年轻人充当棋
子、炮灰，自己却当“缩头乌龟”，吃“后
生仔人血馒头”以谋求私利，如此虚
伪、狡诈、自私，令人齿冷！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李柱铭怙恶
不悛、劣迹斑斑，是搞乱香港的祸首之
一，是西方反华势力在香港的代理
人。泱泱中华，岂容小人兴风作浪。
多行不义必自毙！李柱铭之流必将难
逃正义的审判，必将得到应有的惩
罚！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新华时评

“反中乱港头目”李柱铭难逃正义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