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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乐自然资公告﹝2019﹞19号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只能单独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竞买人可以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或在乐东黎
族自治县行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金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9年10月21日至2019年11月11
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
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
权交易）获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10月21日至2019年11月12日上午11
时00分止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
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土地产权交易）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
年11月12日11时00分（以到账为准）。经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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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17时00分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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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块挂牌时间分别为：乐新储
2019-1号:2019年11月4日9 时至2019年11月14日10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
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成交价
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双方的印花税由竞得者缴纳），其他税费
按规定缴交。3、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

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此宗地块按照投资强度指标
为25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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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在
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产业
主管部门乐东黎族自治县商务招商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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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乐东黎族自治县注册的法人和其它
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10个工作日内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注册成立法人项
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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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宗地块土地权属清晰，征地补偿安置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
已全部补偿完毕，无法律经济纠纷、符合净地出让条件，地块周边可以满
足施工建设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的土地条件。6、
该宗地块若需要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7、本次
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申请。8、本次挂牌不接受邮
寄文件。9、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 、http://
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 http://ledong.
hainan.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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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联 系 人：林先生 联系
电话：0898-85531814 65303602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14日

宗地编号

乐新储2019-1

土地面积（m2）

44052.6

地块位置

乐东县九所新区

使用年限

40年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旅馆及零
售商业兼容比例6:4）

建筑密度

≤35%
容积率

容积率≤1.5
绿地率（%）

≥30
竞买保证金（万元）

12300

建筑限高（米）

36米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12300

变更公告
就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三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事宜，我局于2019年9月12日在《海南日报》B07版刊登了
（2019）第48号挂牌出让公告，现因产业引入需要对原公告
的挂牌出让时间做以下调整，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报名截止时间调整为：2019年10月29日9：00（北京时
间），挂牌截止时间调整为：2019年10月31 日9:00（北京时
间）。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15日

根据 2019 年 9 月 25 日，琼中县三江源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从1000万元减至200万元，现予以公告。为保护本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

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是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陈小姐

联系电话：0898-86221855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琼中县三江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6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5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琼A9CD33本田奥德赛7座商务

车，挂牌价为57000元。公告期为：2019年10月15日至2019

年10月28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

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

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

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电话：66558010 麦先生、

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

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0月15日

海口市海甸岛二西路26号海房新村2号楼

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56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海口市海甸岛二西路26号海
房新村2号楼，建筑面积为6542.04平方米，该房产于1998年建成，
钢混结构，总层数8层。该房产处于商业较繁华地段，交通便利，周围
生活配套设施完善，投资潜力较好。一、挂牌价格为5291.34万元。
二、公告期：2019年10月15日至2019年11月11日。标的现状、竞
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
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ggzy.hi.gov.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8 吴先生、
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
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0月15日

海口市海秀大道大华新村3幢302房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8HN0116-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海秀大道大华新村3
幢302房，房屋建筑面积为83.54m2，挂牌价格为572249元。
公告期：2019年10月15日至2019年10月28日。办理过户过
程中所发生的税、费由交易双方按国家法律法规各自承担，标
的现状、竞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
hncq.cn）、E交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
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0月15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2437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王忠、陈杏娟与被执行人海口旧
机动车辆交易市场、海口交易中心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执行
依据为本院作出的(2019)琼0105民初4900号民事判决书。因
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裁定将
被执行人海口交易中心名下的海口旧机动车辆交易市场55%的
股权分别变更登记至申请执行人王忠、陈杏娟名下(各27.5%)。
如对上述股权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联系人:薛法官 联系电话: 68663840

公告
宝信小区全体业主:

我司开发的位于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两侧的宝信小区0
＃（三馆公寓）、1＃、2＃、3＃、4—1#、5#、6#、7#、8#地块。根据
国家政策相关规定，不能办理地下室、车位的产权证，导致我司与
购房者签订的《澄迈县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不符。

为了明确共有公摊建筑的权属事宜以及避免与购房者产生
权属纠纷，对于该项目会所、车库（车位）、地下室、物业用房等未
计入该房屋共有分摊建筑的面积，我司自愿放弃上述未计入该
房屋共有分摊建筑的面积所有权、使用权及经营权，并不申请办
理不动产权证书、不对外进行销售。

特此公告！
公告人:澄迈宝信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5日

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191023期）
受海口海关委托，本公司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auction.

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按现状拍卖下列标的:涉案手表
6块，标的竞买保证金每块2000元。拍卖时间：2019年10月23
日10时至2019年10月2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以上标的
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竞买者参与竞拍，视为已对拍卖标
的物的品质状况有充分了解，并愿承担相关责任。有意向竞买人
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在线支付相应标的竞买保证
金,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
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也可登陆海
口海关网址查询。标的展示：2019年10月17日至18日。展示
地点：海口海关办公楼五楼，请提前联系拍卖公司预约，并预留身
份证复印件备案。联系电话：0898-66776139 18976211911
陈先生。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梧桐路1号清水居庭
院。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92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月10月17

日23:00-18日06:00对智能网VPN总机服务平台系统进

行优化升级。届时，全省开通高清通话业务（VOLTE）的总

机服务VPN用户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10月15日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1105期）

受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
财产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滨海大道北侧新港片区
65197.6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2012第
001311号〕及地上名为海口外滩中心的在建工程项目〔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460100201300060〕。参考价：
￥98291.95万元，竞买保证金：￥9829万元。

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11月5日15时30分
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土地交易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9年11月4日17时止。
4.报名地点：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321号海南现代美

居生活物流园第二期A区11层1101、1102号。
5.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以2019年11月4日16：00前到

账为准。
6.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
户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省府支行；账号：1010919890000261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9）琼执3号之二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
8.标的瑕疵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

买受人自行办理，相关税、费按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标的瑕
疵及其它情况请到我司咨询了解。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825575 13876355557马先生
15091991408刘先生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6962656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14日电
（记者和苗）瑞典皇家科学院14日宣布，
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
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
雷默三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
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班纳吉1961年生于印度，目前任
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迪弗洛1972年
生于法国，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是获此
殊荣的最年轻的经济学家，也是迄今获
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名女性；克雷
默1964年出生，任职于美国哈佛大学。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
汉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经济学
奖三名得主“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
轻全球贫困”而获奖，他们的研究“大
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汉松说：“在短短20年间，他们基
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
今这已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评审委员会的声明指出，目前人
类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是减轻
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今年的获奖
者在研究中引入了新方法，例如把减
贫问题拆分化解为改善教育和医疗
保健等更为细致入微的问题。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
900万瑞典克朗（约合91万美元），三
名经济学家将平分奖金。

在诺贝尔系列奖项中，经济学奖
并非依照已故瑞典工业家阿尔弗雷
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而是由瑞典
国家银行1968年创立，奖金由瑞典国
家银行支出。

因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三名经济学家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 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三名2019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从左至右）
的照片显示在屏幕上。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普京访沙特有玄机 中东格局加速演变国际观察

俄罗斯总统普京14
日访问沙特阿拉伯，与
沙特领导人讨论双边合
作以及地区热点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普
京时隔12年访问沙特，
表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
影响力上升。随着美国
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以
及影响力下降，俄罗斯
抓住机会发展与阿拉伯
国家的关系。备受大国
博弈影响的中东地区多
极化格局进一步凸显，
各种力量将进行重新分
化组合。

强台风“海贝思”目前已致48人死亡

东京湾沉没货轮上
中国籍船员6人遇难

新华社东京10月14日电 中国驻日本大使
馆14日说，受强台风“海贝思”影响，12日晚在东
京湾沉没的一艘巴拿马籍货轮上的7名中国籍船
员中，6人确认遇难，另一人获救。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强台风“海贝思”带来
的暴风雨天气导致日本大范围地区发生洪水、山体
滑坡等灾害，目前已导致48人死亡、16人失踪。

中国公民
在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遇袭
造成1死3伤

据新华社苏瓦10月14日电（记者张永兴）
阿皮亚消息：记者14日从中国驻萨摩亚大使馆了
解到，由中国公民在萨摩亚经营的太平洋贸易工
业公司仓库12日晚发生歹徒入室抢劫、暴力行凶
事件，一名中国公民不幸身亡，另有3名中国公民
不同程度受伤。

中国驻萨摩亚大使馆14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当地时间12日深夜，大使馆接到中国公民报案，寻
求领事协助。中国驻萨摩亚大使巢小良与两位领
事第一时间赶赴医院探望受伤中国公民。大使馆
已向萨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萨政府将犯罪分子绳
之以法，并保护在萨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大
使馆将全力协助遇难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政治代表机构
13日晚在社交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
为阻止土耳其的攻击，该政治代表机构
和叙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
军”已和叙政府军达成协议，叙政府军
将沿土叙边境进驻，以支持“叙利亚民
主军”“抵挡侵略”并收回被土军及其支
持的叙反对派武装占领的地区。

作为美国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的盟友，叙库尔德武装事实上已
遭美国抛弃。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
文指出，美国从叙北部撤军，不仅令美
国的诚信广受质疑，也意味着存在于叙
利亚的其他国际力量将会伺机而动，寻

求新的平衡。
美国前驻叙利亚特别代表弗雷德

里克·霍夫认为，如果美国完全从叙北
部撤出军力，这无疑会让“伊斯兰国”、
叙利亚政府、俄罗斯和伊朗获益。如果
当前局势发展下去，美国的政策弱点将

充分暴露，美国过去几年打击“伊斯兰
国”取得的成果也将面临极大威胁。

总体来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
力下降，而俄罗斯的影响力上升。受此
影响，中东地区多极化格局加强，各种
力量将进行重新分化组合。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 14日电
记者刘晨 刘品然）

美国遭质疑

据俄媒体报道，普京访问期间将与
沙特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德·本·
萨勒曼举行会晤。除稳定国际油价以
外，双方还将讨论能源、农业、军事技术
等领域的合作问题。此外，叙利亚问
题、海湾局势、巴以问题也是此访的重
点议题。

普京上次访问沙特是在2007年。
近几年来，中东局势发生很大变化，俄
罗斯与埃及、沙特等中东国家的关系也

得到改善。普京在行前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俄罗斯希望未来以更快的速度
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普京此访时机耐人寻味。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说，
美国在沙特石油设施遇袭后未采取有
效反制措施，而最近又抛弃了叙利亚库
尔德武装，导致地区盟友都感到美国的

安全保障不可靠。在此背景下，俄罗斯
试图抓住机会扩大在中东地区特别是
美国盟友中的影响力。未来美国主导
中东安全局势的能力将进一步下降，中
东安全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俄罗斯将
成为重要一极。

据俄媒体报道，普京此行可能会当面
游说沙特方面购买俄防空系统。孙德刚

认为，尽管沙特引进了美国“萨德”系统，
但油田遇袭事件表明“萨德”不能有效抵
御袭击，普京此访将推动俄沙军事合作。

10月9日，土耳其武装部队对叙
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等武装发起
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军事行动；美国国
防部长埃斯珀13日说，考虑到当前土
耳其在叙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美国总
统特朗普已下令让约1000名美军撤出
叙北部地区。

访问有玄机

这张伊朗总统府官方网站提供的照片显示，
10月13日，在伊朗德黑兰，伊朗总统鲁哈尼（右）
与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出席新闻发布会。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总统鲁哈尼13日分
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举行会晤，讨
论地区局势等问题。 新华社/路透

伊朗总统与巴基斯坦总理
讨论地区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