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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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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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
控规DA2-29-06A和DA2-29-06B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总面积20102.04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总面积2009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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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1），其中：1.控规DA2-29-06A地块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9208.79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9203.29平方米）；2.控规DA2-29-06B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
标系面积10893.25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0886.74平方米）。2019年9月5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以《三亚市东岸单元（三亚总部经济及
中央商务启动区）控规DA2-29-05A、DA2-29-05B等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DA2-29-06A和DA2-29-06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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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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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三亚总部
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控规DA2-29-06A和DA2-29-06B地
块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
（用地代码：B11），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项目，属房
地产业中的零售商业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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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项目建设须按省、市装
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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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并在海南省有注册资本金不少于人民币100亿元的公司。因
该宗地毗邻东岸湿地公园，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具备大型城市湿地
公园的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且具有国家4A级景区以上（含4A级景
区）项目的开发和运营管理经验。同时，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
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参照《东岸单元区域整体开发精细化
城市设计导则》的相关要求开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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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3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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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至2019年 11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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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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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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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2月
2 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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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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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日

控规编号

DA2-29-06A
DA2-29-06B

合计

土地面积
（m2）
9208.79
10893.25
20102.04

用地规划
性质

零售商业用地（用
地代码：B11）

/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
用地
/

使用年限
（年）
40

/

容积率
≤1.8

/

建筑高度（m）
≤24

/

建筑密度（%）
≤40
≤35
/

绿地率（%）
≥25

/

评估单价
（元/m2）
17210
15917

/

评估总价
（万元）

15848.3276
17338.7860
33187.1136

规划指标

备注：控规DA2-29-06A、DA2-29-06B地块车位数均为1.0车位/100m2建筑面积，地块地下一层标高与周边地块保持一致，需预留与周边地块地下空间的联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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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湾B1片区控规B1-C3-8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74324.13平方米

（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74290.20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该宗地用地规划性质为旅馆用地（国标代码：B14）。
2019年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于海棠湾B1片区控规B1-C3-8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海棠湾B1片区控规B1-C3-

8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海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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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区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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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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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海棠湾
B1片区控规B1-C3-8地块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规划
性质为旅馆用地（国标代码：B14）,拟用于建设酒店项目，属旅游产业
中的旅馆用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为350万元/亩，年度产值
为500万元/亩，年度税收为15万元/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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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与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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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设须按省、市装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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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片区产业规划发
展的要求，该宗地土地用途为旅馆用地，拟用于建设智能精品酒店项
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与三亚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且为《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互联网行业企业。同时，竞
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严格按照
海棠湾片区规划的相关要求进行开发建设。该宗地竞买人资格由三
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初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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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2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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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至2019年11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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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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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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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2 月 3 日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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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

控规编号

B1-C3-8
合计

土地面积
（m2）

74324.13
74324.13

用地规划
性质

旅馆用地（用地代码：B14）

土地
用途

旅馆用地

使用年限
（年）
40

容积率
≤0.3

建筑高度（m）
≤12（局部15米）

建筑密度（%）
≤15

绿地率（%）
≥55

评估单价
（元/m2）
5106

评估总价
（万元）

37949.9008
37949.9008

规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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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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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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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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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9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支持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通
知》（琼建房〔2019〕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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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控规DA2-42-01地块，CGCS2000国家大

地坐标系面积19035.02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9023.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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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服务型公寓用地（用地代码：B14）。

2019年9月5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于三亚市东岸单元（迎宾路总部商务启动区）控规DA2-29-05A、DA2-29-05B等地块用地具
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DA2-4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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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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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三亚总部
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控规DA2-42-01地块不在省级六类产
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规划性质为服务型公寓用地（用地代码：B14），
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项目。属于房地产业中
的旅馆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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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宗地项目建设须按省、市装
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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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拟用于建设三亚总
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配套服务公寓项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与三亚
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同时，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
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参照《东岸单元区域整体开发精细
化城市设计导则》的相关要求开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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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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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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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日至2019年11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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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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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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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2 月 3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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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

控规编号

DA2-42-01

土地面积
（m2）

19035.02

用地规划
性质

服务型公寓用地（用地代码：B14）

土地
用途

旅馆用地

使用年限
（年）
40

容积率
≤3.5

建筑高度（m）
≤80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35

评估单价
（元/m2）
25302

评估总价
（万元）

48162.4076

规划指标

备注：1.该地块车位数1.0车位/100m2建筑面积；2.该地块为高端国际人才公寓和国际人才社区，配套社区医疗、幼儿园、社区商业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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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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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
控规DA2-39-02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总面积13087.09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总面积13079.33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
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其中，零售商业用地占20%，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2617.42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2615.87平方
米）；其他商务用地占80%，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为10469.67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0463.46平方米）。2019年9月5日，
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于东岸单元（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启动区）控规DA2-29-05A、DA2-29-05B等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
明》，证明控规DA2-3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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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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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三亚总部
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控规DA2-3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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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
码：B29/B11，比例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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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零售商业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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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项目建设须按
省、市装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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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综合体项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与三亚市人民政府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且须持有全球著名主题游乐品牌。同时，竞买人须
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参照《东岸单元区
域整体开发精细化城市设计导则》的相关要求开发建设。同时，该宗
地中商务金融用地须按5A级写字楼标准开发建设；该宗地整体项目
建成后自持物业不低于30%，该部分交由三亚市人民政府选拔指定的
文旅产业管理企业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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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2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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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至2019年11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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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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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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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2 月 2 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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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

控规编号

DA2-39-02

合计

土地面积
（m2）
2617.42
10469.67
13087.09

用地规划
性质

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1）
其他商务用地（用地代码：B29）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20%）
商务金融用地（80%）

/

使用年限
（年）
40

/

容积率
≤3.5

/

建筑高度（m）
≤80

/

建筑密度（%）
≤40

/

绿地率（%）
≥25

/

评估单价
（元/m2）
28095
24451

/

评估总价
（万元）

7353.6415
25599.3901
32953.0316

规划指标

备注：控规DA2-39-02地块地下一层标高与周边地块保持一致，需预留与周边地块地下空间的联络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