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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闭幕
海大南海车队首次参赛获佳绩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陈蔚林）10月
18日从海南大学传来喜讯，在日前落幕的2019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FSCC）中，该校南
海方程式赛车队首次参赛便获三等奖。

据悉，该大赛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有同
济大学、吉林大学、湖南大学等全国60余所高校
的车队和一支荷兰冠军车队参赛。在为期4天的
激烈角逐中，南海车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团结协作，沉着应战，最终凭借赛车优异的性能和
车手出色的驾驶技术，以较好成绩完成了设计报
告、成本报告、营销报告等3项静态赛，以及直线
加速、8字绕环、高速避障、耐久测试等4项动态赛
等所有赛程，首次亮相大赛即斩获三等奖。

海南打造人车接力赛
159公里赛道穿越雨林山地沙滩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
重点项目之一的2019BMW“越山向海”人车接
力海南年终巅峰赛将于12月7日举行，参赛规模
为400支队伍共2000人。

赛事规则为5人1车循环往复接力方式，选
手根据团队预报配速分批次起跑，依赛道长度及
难度由组委会设定关门时间，起点设在保亭呀诺达
景区，终点设在亚龙湾海滩，赛道全程159公里。

本次赛事由省旅文厅、三亚市政府、陵水黎族
自治县政府、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主办。

海南汽车系列赛文昌站今开赛
本报文城10月1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宋爱强）2019海南汽车系列赛文昌站将于10
月19日至20日在文昌乐骑公园举行，国内70多
名汽车场地赛精英参加。

赛事参赛车型涵盖新能源汽车、传统燃油小
轿车及专业赛车。精心设计的专业赛道可使参赛
车手全方位秀出驾驶技巧，体验赛道驰骋乐趣。
赛事分为跨界拉力赛、汽车场地赛、汽车飘移赛3
个组别，将奖励各组别冠、亚、季军并颁发奖杯。

该赛事由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指
导，省汽车运动协会主办。

有错即改
本报2019年10月18日B08版刊登的

《中国女足3：0胜朝鲜》一稿的标题应为《中
国女足3：0胜韩国》。特此更正。

军运会

据新华社武汉10月18日电（记
者黄明 梅世雄 朱鸿亮）18日在武汉
拉开帷幕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上，中国军队派出史上最大规模的体
育代表团精彩亮相，并将与各国军体
健儿同台竞技，力拼金牌榜第一。

武汉军运会执委会主任、中央军
委训练管理部副部长杨剑说，中国军
队高度重视本届军运会，组建了553
人的史上最大规模体育代表团。406
名参赛运动员士气高昂、精神振奋，赛
前进行了针对性强化训练，全面做好
备赛冲刺，确保以最佳精神状态、最强
竞技实力投入比赛。

“中国代表团将不辜负全国人民
期待，在武汉军运会上力拼、力夺金牌
榜第一名。”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副团
长、新闻发言人曹保民大校说，“同时，
我们也将以一流的赛风赛纪，与世界
各国军队体育代表团共筑和平友谊。”

世界军人运动会为纪念和平而诞
生，因传播友谊而发展。1995年，为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首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意大利举行，
解放军体育代表团以13枚金牌、21

枚银牌和15枚铜牌名列奖牌榜第三。
在历届军运会上，解放军体育代

表团均保持骄人战绩，始终名列奖牌
榜前三位。“一些传统优势项目仍然是
重要的夺金点，比如军事五项。”曹保
民说，军事五项队自1980年成立以
来，共夺得109个世界冠军，66人次
打破世界纪录。

军运会被称为“军人奥运会”，参赛
运动员均为各国现役军人。比赛中，除
部分综合性奥运会项目，其区别于其
他大型赛事的最大特点就是军事特色
浓郁的竞赛项目，如军事五项、海军五
项、空军五项、定向越野和跳伞等。

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在多个项目中
具备冲金水平，高手云集，如先后夺得
近30个国际大赛冠军的射击队队员
金泳德、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乒乓球队
队员樊振东、曾获2012年伦敦奥运会
冠军的羽毛球队队员李雪芮等。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于10月
18日至27日在武汉举行，共有109个
国家9300余名军人报名参加，设置
27个大项、329个小项，竞赛项目为历
届最多。

中国军队史上规模最大体育代表团亮相
406名参赛运动员士气高昂，力拼金牌榜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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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武汉10月18日电（记
者喻珮）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国际
军体专题新闻发布会18日上午在军
运会主媒体中心举行。国际军事体育
理事会主席赫尔维·皮奇里洛在发布
会上说，本届军运会是规模最大的一
次，可媲美任何世界级体育赛事。

“我很高兴又一次来到武汉。在
最近两年的几次考察中，我看到了组

委会执行委员会呈现出的较高的组织
水平。”皮奇里洛指出，本届军运会的
体育设施和住宿设施处于领先水平，
绝对符合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标
准，这里先进的基础设施将能够帮助
运动员发挥最佳水平。

皮奇里洛强调，“武汉标准”将让全
世界军队领导认识到体育对军事准备、
维和行动及全球军队交流的重要性。

国际军体主席：

本届军运会可媲美任何世界级体育赛事
新华社武汉10月18日电（记者

徐海波）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体操
项目将于10月21日至10月26日在
湖北省奥体中心举行，首次进入军运
会的体操项目高手云集，竞争激烈，
包括今年世锦赛单杠冠军、里约奥运
会跳马冠军在内的多位奥运会、世锦
赛夺牌选手将参加比赛。

参加本届军运会的选手中有4

人曾在里约奥运会上夺牌，包括跳马
冠军、朝鲜选手李世光，巴西的吊环
亚军扎内蒂和男子自由体操铜牌得
主马里亚诺，以及获得男子团体铜牌
的中国选手邓书弟。

同时，马里亚诺还是2019年斯
图加特体操世锦赛的单杠冠军。
中国队的整体实力也不容小觑，邓
书弟和他的队友萧若腾、邹敬园在

今年体操世锦赛上获得了男子团
体银牌。

这是军运会史上第一次举办体
操比赛，只设男子项目，将决出团体
赛、个人全能、自由体操、鞍马、吊环、
跳马、双杠、单杠8枚金牌。本届军
运会将有来自中国、巴西、朝鲜等6
个国家代表队的27名运动员参赛，
每个代表队最多只有6名队员。

4名奥运奖牌选手将角逐体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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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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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湾科技城控规YK05-01-15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总面积

13750.77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总面积13739.22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混
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R2/B11）。其中，二类居住用地占80%，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11000.62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10991.38平方米）；零售商业用地占20%，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为2750.15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2747.84平方米）。2019年
3月13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于崖州区科技城控规YK04-04-01-01等地块及道路共约837亩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
YK05-01-15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崖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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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区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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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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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控规YK05-01-15地块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原三亚创意
产业园区）内，且用地规划性质为二类居住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
码：R2/B11，比例8:2）。拟用于建设三亚崖州湾南繁科技城起步区配
套项目，属于房地产业中的住宅用地和零售商业用地，因此该宗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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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场与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管理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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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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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与海南省人民政
府就崖州湾科技城开发运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且竞买人或其关
联企业须为《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或中央企业。同时，竞买人需
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则将在该宗地上建
设园区配套商品住宅及配套商业。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管理局初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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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293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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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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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9 日至2019年 11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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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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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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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8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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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

控规编号

YK05-01-15

合计

土地面积
（m2）

11000.62
2750.15
13750.77

用地规划
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用地代码：R2）
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1）

/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80%）
零售商业用地（20%）

/

使用年限
（年）
70
40
/

容积率
1.0<容积率≤2.5

≤2.5
/

建筑高度（m）
≤80

/

建筑密度（%）
≤40

/

绿地率（%）
≥30

/

评估单价
（元/m2）
5630
3493
/

评估总价
（万元）

6193.3491
960.6274
7153.9765

规划指标

备注：该宗地车位数1.0车位/100m2建筑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