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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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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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高新技术产业园控规B8-6地块内，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6497.41

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6493.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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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具了
《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园控规B8-6地块内9.74亩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B8-6地块内9.74亩用地属于国有存量用地，不涉及
征收，市吉阳区人民政府不对该项目土地进行补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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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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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省级六类
产业园区管辖地域范围内建设的项目，执行六类产业园区控制指标；
其他区域建设的项目，按属地管理原则执行各市县控制指标；在六类
产业园区内建设的不属于“十二个重点产业”的项目，可以按不低于本
控制指标同类土地用途的最低标准确定控制指标；“十二个重点产业”
中，项目用地用途如不在本控制指标对该产业土地用途设定范围内
的，原则上按不低于其他产业同类土地用途的最低标准确定控制指
标。

鉴于该地块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无法执行六类产业园
区控制指标，经与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接，三亚市未设立相关
控制指标，亦无法适用三亚市控制指标。但因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
通信用地（用地代码：U15），土地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属“十二个重点
产业”中的互联网产业用地。经查，互联网产业用地中设定的土地用
途为“工业用地、商务金融用地”，没有公用设施用地，其他产业用地中
也没有公用设施用地。因此，该地块不设出让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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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与三亚市科技工业发展委员会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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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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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园区产业发展规
划的要求，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为2018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
且获得过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5G商用牌照基础电信网络运营企
业。竞买人需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须严
格按照三亚市高新技术产业园规划的相关要求开发建设。该宗地竞
买人资质由三亚市科技工业发展委员会初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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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须提交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07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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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9月25日至2019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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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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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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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0 月 28 日10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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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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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

控规编号

B8-6
合计

土地面积
（m2）
6497.41
6497.41

用地规划性质

通信用地（用地代码：U15）
/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

使用年限
（年）
50
/

容积率
≤1.4
/

建筑高度（m）
≤24
/

建筑密度（%）
≤25
/

绿地率（%）
≥45
/

评估单价
（元/m2）
1042
/

评估总价
（万元）
677.0301
677.0301

规划指标

琼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相关规定，
琼海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进行琼海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广泛征求社会公
众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公众意见的征求范围为项目周边25公里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公众可登录琼海市人民政府网（http://qiong
hai.hainan.gov.cn/）获取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或到琼
海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查阅纸质版报告。公众可登录琼海市人
民政府网站（http://qionghai.hainan.gov.cn/）下载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发表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
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10个工作日，自2019年9月16日
至2019年9月27日。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
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公司，反映与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名称：琼海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地址：琼海市嘉积镇
琼海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内 联系人：李工

电话：0898-62909265 邮箱：qionghaihb@163.com
发布单位：琼海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2019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舞台项目招标公告
2019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汇聚国内一流的摇滚演员和乐队，致力于多元化的音乐体验社区打造，集吃、喝、玩、乐为一体，倡导文化生

活健康体验，打造海南省音乐文化旅游名片。现对社会进行公开招投标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单位投标，具体见下：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9月25日

项目名称

标书文件

舞台需求

报价需求

公示时间

投标截止时间/送达地点

开标时间/开标地点

项目联系人：标书发放及咨询 朱女士：15120892509 投标文件接收:王女士：66810694 18608998758

2019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舞台项目

公司介绍（含3个以上舞台搭建案例）、搭建设备资源介绍、报价一览表

灯光系统、音响系统、视频系统等，共计3个舞台（舞台详细需求请咨询标书发放人员）

含舞台搭建材料费及人工费

公示截止时间：2019年9月30日

截止时间：2019年10月8日 09:30:00（北京时间）送达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大厦广告管理部

开标时间：2019年10月8日 09:30: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大厦3楼会议室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1015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10月15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
开分别拍卖下述二套房产：

竞买保证金20万元/套，2019年10月14日12:00前截止缴
纳，凭有效证件办理竞买手续。标的按现状拍卖，即日起现场预
展。竞买人须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海南省和海口市相关房地产限
购政策，过户税费按照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珠大厦第四层B座
电话：0898-66723114 13036099114
网址：www.hntbpm.com 微信公众号：“海南通宝拍卖”

海口市龙华路29号龙华商城D幢

房号

2层205房

建筑面
积（m2）
100.80

土地分摊
面积（m2）
20.76

参考价
（万元）
85.5

房号

3层305房

建筑面
积（m2）
100.80

土地分摊
面积（m2）
20.76

参考价
（万元）
86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1031期）（2018）琼0106执恢850 号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
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下贤一村国有划拨土地面积100
平方米建设用地使用权，产权证号：〔海口市国1998字第42674
号〕，参考价：319860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10月31日下午15：00时；2、拍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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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9
年10月30日17:00时截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
年 10月30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
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
银行账号：39250188000155194；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8）
琼0106执恢850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整体拍卖；（2）过户的税、
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拍卖机构：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联系
电话：66825575马先生。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21
号海南现代美居生活物流园（二期）A区11层B1101、1102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和民族宗教事务
局关于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2014年04月21日12时在吉阳区荔枝沟上抱坡村“天涯
华盛水泥厂”后石场捡拾刚出生女性弃婴一名，出生日期不详，
身体健康，小孩被一张小被单裹住放在纸箱中，脐带尚未脱落，
箱内装有一张标有“希望捡到小孩的人能够抱养小孩，谢谢好
心人”纸条，无其他随身携带物品。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和民族宗教事务局联
系。联系电话: 089888719428.联系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
路483号吉阳区人民政府人社大楼4楼403办公室。即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和民族宗教事务局
2019年9月23日

龙泉乡园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位于文昌市海文高速路大致
坡出口路西侧地段，建设单位为文昌文亭休闲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
用地面积29618.85平方米（折合44.42亩）。该项目已经文昌市规委会
审议通过，方案设计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积10180.63平方米（计容建
筑面积8884.48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1296.15平方米），容积率0.3，
建筑密度17.72%，绿地率45%，建筑限高12米，停车位108个，以上规
划指标符合项目土地出让条件和控规指标。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
现按程序对该项目报建方案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9月25日至10月9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文昌市政府网站；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原文昌市国土局二楼，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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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易彪。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龙泉乡园项目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5日

世界足球先生：梅西（阿根廷）

最佳男足教练：克洛普（利物浦）

最佳男足门将：阿利松（利物浦）

世界足球小姐：拉皮诺埃（美国）

最佳女足门将：芬嫩达尔（荷兰）

最佳女足教练：埃利斯（美国）

国际足联球迷奖：格雷科

公平竞赛奖：利兹联及主帅贝尔萨

据新华社日本札幌9月24日电
（记者王镜宇 王梦）郎平率领的中
国女排24日下午以25：12、25：12、
25：14横扫肯尼亚队，将自己的连
胜纪录改写为八场，继续以不败战
绩领跑积分榜。

本场比赛中国队各项数据全面
压制对手，进攻以35：28占据优势，
发球以9记ACE球领先对手的3记，
拦网也取得了5：1的优势。

面对此前未尝胜绩的肯尼亚队，
主教练郎平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大面
积轮换，由杨涵玉、龚翔宇、王媛媛、

张常宁、姚迪、李盈莹出任首发，林莉
担任自由人。

谈及在国内受到的关注，郎平表
示能够受到这么多球迷的支持和关注
是件幸运的事，但是球队忙于备战，确
实没有时间阅读这些内容，会把球迷
的支持放在心中，尽全力备战。

本场比赛是中国队在札幌的最
后一场比赛，休战两天之后，女排姑
娘们将于27日起在大阪向世界杯冠
军发起最后的冲击。中国队最后的
三个对手是荷兰队、塞尔维亚队和阿
根廷队。

中国女排3：0轻取肯尼亚
八连胜领跑积分榜

➡ 9月24日，中国队球员姚笛（左
二）和王媛媛（右）在和肯尼亚队的比赛
中拦网。 新华社发

（8 轮战罢，中国、美国和俄罗
斯暂列前三名）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9海
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五指山站
近日结束，来自岛内外近400名选手
齐聚五指山市水满乡，畅骑五指山绿
道。最终海南美利达车友俱乐部的
林开雄以51分56秒的成绩勇夺男
子公开组冠军。女子公开组冠军则
被海口海港TREK车队队员梁艳青
夺得，她的成绩是43分15秒。

海口海港TREK车队的队员杜
传艺获得女子少年组第一名。男子
40岁以上组冠军被三亚自行车队刘
剑摘得。海南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
的孔维勇则拿下了男子少年组的第
一名。

本场比赛为水满乡绕圈赛，起终
点均设在“水满何处·五指山谷”广
场。五指山市2016年起精选首尾相
连、闭合良好的市域内各级道路，规
划了五指山单车运动绿道，综合难度
高，骑行乐趣多。

与往年不同，在争霸赛开始之
前，一群3岁至6岁萌娃进行了儿童
平衡车系列赛。来自全省各市县60
组家庭的小车手们参加。这是海南
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五指山站首
次将“儿童平衡车”加入赛事组别
中，希望以此增强孩子们对体育运
动的热爱。

省旅文厅竞体处处长刘平久表
示，希望通过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
联赛的持续打造与品牌影响，宣传推
广海南各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将赛事
与旅游、乡村振兴以及精准扶贫相融
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至
今已举办七届，赛事知名度和影响力
不断提升，如今已成为深受岛内外车
友喜爱的业余自行车品牌赛事活动。

借助本次比赛的影响力，九月底
五指山市还将推出“五指山漂流节”，
11月推出“五指山自行车登山王争

霸赛”“五指山亲水三项赛”等丰富多
彩的体育旅游活动，充分发挥五指山
独特的生态资源、人文资源和旅游资
源优势，促进体育、旅游、文化的深度
融合。

本次比赛由省旅文厅、五指山市
政府主办，海南省体育旅游协会、五
指山市旅文局承办，运营单位为海南
环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有限公司。

2019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五指山站收兵

海南车友包揽男女公开组冠军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赵
优 通讯员谢琛）北京时间9月23日，
2019国际乒联克罗地亚青少年公开赛
（黄金站）收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海
南乒球小将林诗栋参与U15男团、男
单、男双及U18男单四个项目的争夺，
最终个人获得2金1铜。

据悉，中国U15男乒团体由林诗
栋、陈垣宇和张明昊组成，他们先后以
3：0战胜斯洛文尼亚队、罗马尼亚1
队、西班牙队和中国台北队进入决
赛。决赛中，中国U15男团与匈牙利

1队狭路相逢，经过较量，林诗栋成功
拿下男单和男双的比赛，帮助中国
U15以3：0力克对手夺得冠军。

在男子U15双打角逐中，林诗栋
与张明昊搭档，两人配合默契，5场比
赛均以 3：0获胜，最终获得男双金
牌。男子U15单打比赛，林诗栋在半
决赛中以0：3负于队友张明昊，夺得
一枚铜牌。

14岁的林诗栋是海南儋州人，是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业余体校队重
点培养的年轻后备人才。

2019国际乒联克罗地亚青少年公开赛收官

海南小将林诗栋勇夺2金1铜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媛媛 摄

30度高温下的子夜训练
——直击中国竞走队世锦赛备战

夜晚11点，温度表直指33摄氏度，偶尔吹过
的海风在闷湿的空气中也不能带来多少凉意。这
样的天气条件在国内并不多见，但在9月底的卡
塔尔多哈却是常态。

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参加2019年田径世锦
赛的中国竞走运动员杨家玉和梁瑞23日晚开始
了抵达多哈后的第二次训练。

“今天感觉比昨天要好一些，没有那么热。”教
练张阜新说。但一个半小时的训练下来，记者只
是站在一旁观看也是出了一身的汗。

“卡塔尔的天气和比赛时间是我们从来没有
遇到过的，这两个问题可能是摆在我们所有参赛
运动员面前最大的困难。”张阜新说，“所以来到这
以后调整时差，适应比赛时间和天气是我们的首
要目标。”

由于卡塔尔炎热的天气，通常在八月开赛的
田径世锦赛今年被安排在9月27日开幕。不过
即使是这样一天当中最高气温都在38摄氏度左
右，最低气温也都在30摄氏度以上。传统的上午
早场、夜间晚场的赛程模式此次也被打破，所有的
比赛最早于下午4点15开始，并且取消了早晚场
间隔，全部顺序进行。

“今天感觉比昨天稍微适应了一些，总体感觉
也更好一些。”女子20公里竞走卫冕冠军杨家玉
说，“昨天可能是因为刚来吧，天气比较热，而且湿
度还很大，所以昨天走起来感觉挺费劲的。”

“对我们长距离项目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大
的挑战，但是在同等的环境下参赛大家都是一样
的，比赛中最大的对手还是自己。提前一个星期
来适应，感觉时间上也是合适的。”杨家玉说。

据张阜新介绍，队伍出国之前在国内也有针
对炎热天气的模拟训练，但模拟训练温度远没有
达到现在这么高。 （据新华社多哈9月24日电）

我省举行
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王黎刚）由省旅
文厅主办的2019年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预选赛暨海南省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羽毛球技
能指导项目竞赛今日结束。

近百名选手参加比赛，本次比赛分为预赛和
决赛。选手先通过岗位知识竞答、专项技术竞赛和
综合能力三项测试，总分排名靠前的选手晋级决
赛。决赛包括全场综合技术竞赛、单打杀球技术竞
赛、发多球技术竞赛和训练方案设计及展示竞赛四
项内容。经过激烈的比赛，获得竞赛第一名的选手
是陈政桦。陈焕武和梁健广获竞赛并列第二名。

FIFA（国际足联）大奖一览

其他场次战报
巴西3:0日本

俄罗斯3:0荷兰

塞尔维亚 1:3韩国

美国3:0多米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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