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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期望）为进一步
推进棚户区改造，促进城市更新，规范
海口市符合棚户区界定标准的老旧住
宅区自主改造，9月24日，海口市住
建局发布《海口市老旧住宅区自主改
造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明确，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
以居住功能为主，因建筑使用年限久，
地块相对独立、产权清晰的城市居住

区、厂矿生活区内3类老旧住宅区自
主改造，可享受6类优惠政策。

《意见》规定，可自主改造老旧
住宅区分为 3类：第一类为房屋以
居住功能为主，80%或以上面积的
建筑建成使用时间超过25年，确需
要通过改造满足住宅规范标准、改
善居住条件的；第二类为房屋以居
住功能为主，居住建筑面积 80%或

以上使用时间超过15年，且建筑物
满足相关规定条件的；第三类为不
属于前两类情况的，但住宅区整体
存在比较严重的综合安全隐患、场
地低洼常年涝灾严重或交通及配套
设施不全等情形的。

根据《意见》要求，单宗土地权属清
晰的老旧住宅区自主改造项目，用地规
模一般不小于5亩。改造项目符合相

关要求，在征得100%业主同意后，经所
在区政府审查，报海口市政府审批，可
列入区政府老旧住宅小区年度改造计
划。允许同一实施单位整合相邻产权
清晰的老旧小区统一改造，或跨区域对
多个产权清晰的老旧小区统筹安置、整
体测算、按规划要求改造。

自主改造老旧住宅区项目可享受
免交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免征城镇

土地使用税、免征土地增值税、免收不
动产权属初次登记费和不动产他项权
利登记费、免征印花税、减免管网增容
等经营性收费等6类优惠政策。《意
见》还鼓励新建项目与相邻自有产权
清晰的老旧住宅区整合建设，老旧住
宅区对应的建设部分享受相关优惠政
策。该《意见》自9月24日起施行，有
效期两年。

9月25日，海口市第二
十五小学琼剧兴趣班的孩
子在艺术家的示范下学琼
剧站姿及步伐。

据了解，这是“传承最
美乡音”2019第四届大致
坡琼剧文化节系列活动之
一，通过琼剧进校园活动来
推动海南本土剧种琼剧文
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
展，支持琼剧特色学校建
设，丰富学校文化内涵，为
学生多样化发展创设良好
环境，从而激发学生对琼剧
的热情和兴趣。目前，海口
包括第二十五小学、琼山中
学、海口滨海小学等7所中
小学已成为海口琼剧传承
特色学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琼剧进校园
传递美乡音

海南红色旅游讲解员
大赛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 9 月 26 日讯 （记者
赵优）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落
实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建设
行动推进会工作部署要求，9月 26
日，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办公
室）共同主办的海南省红色旅游讲
解员大赛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省各
红色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
史教育基地等单位的近 20 位选手
参加了比赛。

本次大赛采用十分制打分，以
参赛选手所在场馆代表性革命历
史人物和红色故事等为主题，自定
选题进行讲解，由评委根据演讲内
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综合印象
等方面进行现场打分。比赛现场，
不同年龄段、不同风格的选手或忆
先烈事迹，扬革命情怀，或重温峥
嵘岁月，缅怀丰功伟绩，声情并茂
的讲解不时赢得评委和嘉宾们的
阵阵掌声。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
最终周士第将军纪念馆的讲解员邱
观璐荣获一等奖，海口市革命烈士
纪念物管理所讲解员黄梅和中共琼
崖一大旧址管理处讲解员林华等两
名选手荣获二等奖，定安县母瑞山
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讲解员吴玲、三
亚苑鼎演艺有限公司讲解员林柏、
琼海市博物馆讲解员陈晓燕等3名
选手荣获三等奖。获奖选手被授
予“海南省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
称号，届时将经综合考察和培训
后，代表海南省参加第二届全国红
色故事讲解员大赛。

据了解，2018年，我省全年共接
待红色旅游游客约265万人次，同比
增长 11.8%；红色旅游收入 1085.92
万元，同比增长19.8%。当前，海南
红色旅游正在不断创新发展，红色讲
解员队伍建设对于讲好琼崖革命故
事、全面提升海南红色旅游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规定 房屋以居住功能为主，80%
或以上面积的建筑建成使用时间
超过25年，确需要通过改造满足
住宅规范标准、改善居住条件的

《海口市老旧住宅区自主改造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出台

3类老旧住宅区自主改造可享6项优惠
可自主改造
老旧住宅区

三亚举行亚沙会
会徽设计方案和口号评审会

本报三亚9月26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周
淑仪）9月25日，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以下简称三亚亚沙会）会徽设计方案和口号专家
评审会在三亚市举行，来自艺术、设计、语言文学
等领域的权威专家齐聚一堂，共同评审亚沙会口
号及会徽的应征作品。

此次亚沙会的口号要求高度概括“时尚、环
保、精彩、盛大”的理念，突出中国风范、海南韵味、
三亚特色、共建共享；亚沙会会徽设计，需要结合
全球性、民族性、艺术性、创新性等多种要素。组
委会于2019年7月19日起面向全世界公开征集
三亚亚沙会口号及会徽，得到了社会各界热烈响
应，共征集了3218件作品。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口号、会徽是举
办一届运动会的重要元素，最能高度概括和集中
体现不同运动会所独有的举办理念。因此，各届
运动会都精心打造别具一格的口号，设计美观大
方的会徽，以便使其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并作为
各种文化和视觉设计活动，如场馆建设、文化活
动、形象与景观、开闭幕式等等的创作依据。三亚
将甄选出最别具一格的口号、会徽，向全世界展现
三亚亚沙会和三亚独有的魅力。

本报临城9月26日电（记者陈
雪怡 特约记者黎大辉）平时夜里出
门，临高县多文镇头龙村82岁村民
王业权总是习惯带支手电筒；最近一
周夜晚出门，王阿公却不带手电筒
了。“村里安装了路灯，晚上出门不用
再带手电筒咯！”9月25日，王业权指
了指头顶上的路灯，笑得眯起了眼。
这是省地质局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方便群众夜里出行而实施的一项便

民举措。
头龙村是省地质局乡村振兴工

作帮扶村庄。今年初，该局派驻的乡
村振兴工作队到村后，在组织带领群
众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时，注意到
因村里没有路灯、村民夜晚出行不便
的问题。

路通财通，灯亮心亮。经过多方
筹措资金和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省
地质局在村庄主干道及小巷安装的

65盏太阳能路灯如今全部完工。夜
幕降临时，路灯自动开启，为出行群众
照亮道路。在距离头龙村5公里远的
东江村主干道上，新安装的36盏太阳
能路灯也已发挥作用，为夜里出行的
学生、做生意的商贩等提供方便。

“东江乡墟上有景文学校和东江
中心学校，共有800余名学生，高年
级学生都要上晚修学习。”东江村委
会文书邹高学说，现在路灯装到学校
门口，方便了学生夜里行走，也方便
家长接送小孩，一定程度上可减少交
通事故发生。以销售学生早餐谋生

的商贩王兰娟，每天凌晨5时许开始
卖早餐，“现在路灯安装到了家门口，
灯光照明可以看得到，再也不用边打
手电筒，边摆放糕点早点了，十分方
便。”王兰娟笑道。

“此次省地质局在派驻乡村振兴
工作队的头龙村全村范围、东江村主
干道共安装灯杆高6米，功率60瓦的
太阳能路灯101盏，两村共3000余
名群众夜里出行不再受摸黑之苦，既
照亮了村民夜晚出行之路，也照亮了
全村乡村振兴之路。”省地质局局长
李海忠说。

省地质局给临高两村庄送“国庆礼物”

101盏太阳能路灯方便群众夜晚出行

关注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

本省新闻 2019年9月27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郭景水 美编：孙发强B05 综合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芷澜·博鳌
精品度假酒店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美丽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市
博鳌镇朝博路北侧。用地面积为27762.8平方米（约41.64亩），主要
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为11142.39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4982.04m2）,容积率0.179，建筑密度38.75%，绿地率35.01%，总客
房数90间。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9月27日至10月11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
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
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
金海路233号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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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咨询电话：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6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琼海维嘉
国际广场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维嘉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市

嘉积镇银海路与西外环路交叉口东北角。用地总面积为9823.42m2

（约14.73亩），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为32593.63m2（其中
计容建筑面积23183.27m2）,容积率 2.36，建筑密度35%，绿地率
30%。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9月27日至10月11日）。2、公示
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gov.cn/
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
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
号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
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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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咨询电话：
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6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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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
产业园C0302-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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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云龙产业园区C0302-1-A地块，土

地面积为32081平方米（48.12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年期
为50年。根据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提供云龙产业园C0302-
1-A 地块规划情况的函》（海高新函〔2019〕91号），该地块规划性质
为一类工业用地，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

二、竞买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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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加本次竞买），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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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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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以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 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 907.7132万元（18.86万/
亩），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竞买人在
报名时需交纳竞买保证金907.71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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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9:00
至2019年10月28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10月19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

止时间：2019年10月30日16:00（北京时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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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16:
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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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挂牌以现状出让；（二）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

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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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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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须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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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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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上建筑物与土地一并挂牌出让（地上建筑物评
估总价值为5118.8135万元），竞得人除足额缴交土地出让金外，地上
建筑物在签订《成交确认书》的10个工作日内须另行到海口国家高新
区管委会办理按评估价缴交地上建筑物价款等相关手续，并凭高新区
管委会出具的意见办理土地相关手续；（四）本次挂牌宗地用于开发建
设膜分离设备研发制造及应用产业化基地项目，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建
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相关用地指标详见挂牌出让手册；（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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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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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7日

广告专题

9月25日，2019年度“交通银行特
教园丁奖”表彰暨交行Hello Blue公益
歌曲发布活动在沪举行。今年，共有99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特教教师荣获

“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奖”，表彰他们为残
疾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中国残联副
主席、副理事长程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理事长王乃坤，交通银行党委副书
记、行长任德奇，交通银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郭莽等有关领导出席仪式。

据悉，“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奖”是由教
育部、中国残联和交通银行共同设立的，
旨在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倡导
全社会关心支持特殊教育。每年在全国
范围内表彰100名左右的优秀特教教
师。项目执行12年来，交通银行累计拨付

善款1.04亿元，共有3.73万余名残疾学生
得到资助、126所特教学校得到补贴、
1600位优秀特教教师和262位优秀残疾
大学生获得表彰、5700名特教教师受益于
该计划支持的培训。

在今天的颁奖仪式上，交通银行“蓝
气球公益”歌曲《Hello Blue》也正式对外
发布。《Hello Blue》歌曲，是为了配合交
通银行“Blue蓝气球公益”品牌特别推出
的。这首歌曲由著名词人方文山作词,
童星刘楚恬原唱。无论是歌词内容，还是
清脆的童声，都相当治愈。这首公益歌曲
没有任何豪言壮语，细腻如诗，就仿若一
个孩子牵着你的手，在耳边轻轻说：走吧，
我们一起带着笑、带着梦想，去寻找爱与
幸福,在潜移默化中传导公益理念。

交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支持特教事
业只是交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侧面。
近年来，交行通过持续加大对节能减排、
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发展绿色金融支
持绿色经济；携手汇丰出资发起“交行•
汇丰上海颐乐行动计划”，在探索社区养
老新模式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今后，
交行将继续传承“民族金融、改革先锋和
稳健永续”三大优秀文化基因，继续发扬

“拼搏进取、责任立业、创新超越”的交行
精神，一如既往地支持公益事业。同时，
交行也衷心期盼和呼吁更多企业和组织
关心资助残疾人教育事业，为国家、为社
会、为人民创造共同价值，为学校、为教
师、为孩子打造平等就学、健康成长的幸
福家园！

2019年度“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奖”表彰
暨交行Hello Blue公益歌曲发布在沪举行

广告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分为3类
第
一
类

房屋以居住功能为主，居住建
筑面积80%或以上使用时间超过
15年，且建筑物满足相关规定条
件的

第
二
类

不属于前两类情况的，但住宅
区整体存在比较严重的综合安全
隐患、场地低洼常年涝灾严重或交
通及配套设施不全等情形的

第
三
类

制
图/

孙
发
强

用好红色教育资源“活教材”
琼台师范学院“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馆开馆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姚磊）9月26日，琼台师范学院“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馆在府城校区正式开馆，以该校的
红色教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活教材”。

该展馆设有两个展区，其中“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及红色琼台”展区，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等历史时期，讲述中国共产党
的光辉历程，展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引领广大
师生和党员干部学习弘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锤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琼台师范学院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的学校。
琼台人不仅在动荡年代辗转办学、勤耕不辍，也
在革命事业中前赴后继、敢为琼先，始终践行着
琼台办学的初心和使命。”琼台师范学院党委书
记李湖说。

据介绍，琼崖革命早期领导人王文明、杨善
集，开国上将周士第，“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杰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冯平……这些从
琼台走出去的英烈谱写了一篇又一篇海南革命
史上的壮丽诗篇，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
追求和真实写照。因此，在“无负海山、敢为琼
先”展区，学校通过琼岛先声、红色火种、烽火
书香、黎明曙光四个篇章，重点讲述了琼台英烈
的革命事迹。

这一主题教育馆，也成为学生接受红色教育
的流动课堂。开馆当天，琼台师范学院共有7名
学生担当起了讲解员。

据介绍，琼台师范学院开设该馆，把先辈英烈
的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鲜
活教材，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师生深入学习
琼崖革命史、感悟琼台红色文化精神，鼓励大家传
承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创建高水平新型地
方本科院校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接续承担起助力
海南教育事业发展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