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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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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自然资公告﹝2019﹞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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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至2019年12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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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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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至2019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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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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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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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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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地块挂牌时间为：乐新储
2019-4号:2019年12月2日9 时至2019年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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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块属于房地产业中的商
务金融用地，因此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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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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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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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申请。7、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文
件。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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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宗地编号
乐新储2019-4号

土地面积（m2）
19526.3

地块位置
九所新区九龙大道旁

使用年限
40年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建筑密度
≤20%

容积率
容积率≤2.0

绿地率（%）
≥45

竞买保证金（万元）
5400

建筑限高（米）
65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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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项目能按时完成开发建设，竞买人自有资金必须不低于2亿元
人民币（以本次挂牌出让公告发布后，竞买人同一开户银行账户出具
的竞买人的存款余额证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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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至2019年12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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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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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至2019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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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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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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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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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地块挂牌时间为:乐东县
Ln2010-12-1号:2019年12月1日9 时至2019年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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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块属于
房地产业中的零售商业用地、旅馆用地，因此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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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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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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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
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申请。 7、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文件。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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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宗地编号

乐东县
Ln2010-12-1号

土地面积
（㎡）

32699.18

地块位置

乐东县抱由镇
番豆桥北侧

使用
年限

40年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和旅馆混合用
地（零售商业用地和旅
馆用地比例为1:1）

建筑
密度

≤40%

容积率

容积率≤1.8

绿地率
(%)

≥3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800

建筑限高
（米）

65

挂牌出让
起始价(万元)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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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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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海口大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名

称：海南吴氏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坐落于海口市龙昆北路与义

龙路交叉口处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籍）第字

S0286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君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洋浦嘉华物流有限公司遗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号:琼

洋浦交运管 字:462000060585，

462000060595，462000060597，

462000060598，462000060599，

462000060600，462000060601，

462000060602，462000060603，

462000060604，462000060605，

共十一本，现特此声明。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编号：201911060002

因权利人管理不善将以下一本不

动产权证书遗失，不动产权证书

号：临国用（2009）第074号，临房

权证临城字第LCO2201号，权利

人姓名：王政，不动产坐落：临高县

临城镇红旗东街119号，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

十二条规定，申请补证，以上不动

产权证书作废。

临高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11月6日

公 告

遗 失典 当
▲三亚邢小美电动车商行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张小玲不慎失落坐落于陵水县

椰林镇新丰路二巷国有士地使用

权证，陵国用（椰）第12318号，声

明作废。

▲海南缔博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联1张，开

具日期2019年 06月 27日，发票

代 码:4600171320，发 票 号 码:

16290615，发票金额54600元；声

明作废。

▲海南绿衡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文昌龙楼中心幼儿园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4690051443097，声明作废。

▲王志龙不慎遗失恒大名都B001

车位的《海南全国联销项目收款专

用 收 据》两 张 ，收 据 编 号 ：

HN0099407（金额：10000 元）、

HN0091250（金额：7500元），声

明作废。

▲ 本 人 蔡 文 君（身 份 证 号 ：

460031199307040826）因不慎遗

失海口市世华中鑫房地产代理有

限公司收据三联，收据编号：

17333179，现声明作废。

▲汤中贵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小岭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1）第24666号，

声明作废。

▲东方万宏辉煌农资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2556803，声明作废。

▲海南洋浦森大建设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460040760357520，声明作

废。

▲海南天源利丰实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琼海利安达日用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陵水益兴堂医药有限公司遗失

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陵水

分公司I2区（1栋107）装修押金收

据客户联一张(编号 1647220 金

额:1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陵水益兴堂医药有限公司遗失

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陵水

分公司I2区（1栋107）环保押金收

据客户联一张(编号 2127342 金

额:5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万宁市社会保险事业局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宁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Z6410000629401，现声明作废。

▲贺鹏遗失中南西海岸B5-1-

607号房契税、备案费、查询费收

据一份，编号：N0.130003992，金

额：3051元，声明作废。

▲刘海清遗失二级轮机长，证号：

460029196509154809，声 明 作

废。

▲海南佳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坐落于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

塔岭开发区富民大道（龙福花园

D1栋302房）住宅楼的房产证,证

号: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499

号,声明作废。

▲ 陈爵飞遗失士官证，证号:

12405274，特此声明。

▲海口市秀英区康安学校（原名

称：海口市康安小学）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3157601，

声明作废。

▲海南鑫海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财务章损坏，声明作废。

▲郭远仁遗失坐落于海口市大致

坡 抱 罗 路 的 房 产 证 ，证 号 ：

HK175158，声明作废。

▲郭远仁遗失坐落于海口市大致

坡镇抱罗路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 ：海 口 市 国 用（2007）字 第

003555号，声明作废。

变更校名及法人公告
原海口市康安小学及原法定代表
人吴慎铭现变更为海口市秀英区
康安学校及法定代表人王晓燕。
2019年11月6日前所发生的任何
债权债务问题与变更后单位、法人
无任何关系，所有债权债务由原单
位、法人承担。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康安学校

公告
海南其乐融融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刘玲玲与被申请人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 192号）定于2020年 1
月9日上午9时开庭审理。因无法
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西沙路6
号，联系电话:0898-66751119）
领取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开庭通
知书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
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1月6日

减资公告
健马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信
用代码91469027MA5T5T535H）
经公司股东会决定，向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贰
仟万元人民币整减少至壹仟万元
人民币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拍卖公告
现受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委
托，定于2019年11月15日15：00
时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一台
柳工装载机和一台鑫茂重工装载
机。参考价为6.95万元/整体，保
证金为4万元/整体。有意竞买者
请于拍卖日前到本公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68559156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单证注销声明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即日起对《大地状元乐

学平险投保单》单证号段前缀为

46012017-的单证进行注销，注销

后该号段单证不能再作为我司学

生保险投保资料的组成部分，也不

能作为正式保单进行使用。

特此声明

公告
东方市农业综合开发2014年度第

一批存量资金土地治理西边洋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八标段) 由安

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

接施工，于2016年9月29日全部

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现已结清所

有债权、债务（含人工工资、设备材

料和机械费用），如尚有人工工资、

设备材料和机械费用等相关的债

务未结算的个人或单位，请自本公

告之日起15天内向我公司进行申

报，逾期不再受理。联系人:樊会

计（0898- 68559780）吴 科 长

（0551-63826752）

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5日

公告
龙华区南玻公寓小区现根据龙华

区政府办公室2019年10月8日复

函，决定参与2020年的海口市老

旧住宅区自主改造。请有意愿、有

实力参加改造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携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开发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人证明和个人身份证等有效证

件到本小区业委会报名。

报名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南

玻公寓业委会办公室。

报名时间:2019年11月7日~16日

联系人：李女士：13034901234

郭女士：13136058691

黄女士：13307640551 特此公告

南玻公寓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2019年11月5日

遗失声明
海南华南海运轮船公司遗失公章；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4600001003584，声明作废。

▲王雨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建 筑 工 程）注 册 编 号 ：琼

246060800486，证 书 编 号 ：

00190486，二级建造师（建筑工

程）印章，特此声明。

▲谢小超遗失隆仟百货公司开具

的蜜菲娅美甲合同履约收据,收据

号码:0000833,金额:21000元人

民币,特此声明。

▲蔡苍、李力同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清澜白金路1号同创碧海城东苑2

幢2-4-2房的房屋所有权证,证

号:28036，特此声明。

▲蔡苍、李力同遗失座落于文城镇

清澜白金路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 证 号: 文 国 用（2015）第

W0303649号，特此声明。

▲李文强（于2019年7月20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37090219870527061X，特 此 声

明。

▲洪菁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有

限公司D区二期A组团G14-3-

402购房收据一张，编号:028195,

金额:1000000元，声明作废。

▲洪菁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有

限公司D区二期A组团G14-3-

402购房收据一张，编号:028194,

金额:2988448元，声明作废。

▲韩秀媚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号：461217900255，声明作废。

▲吴利菊遗失护士执业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2012146010020790，

声明作废。

▲乐东太阳城置业有限公司（国信

(海南)龙沐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佛罗国用

(2001) 字 第 42 号 和 佛 罗 国 用

(2001)字第43号】，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三亚红莲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代

码:91460200MA5T649T00）拟向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02）字第
2002002492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
产权证的通告

海资规〔2019〕11246号

杜修精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文明一路57号，使用权面积

为 71.6 平 方 米 的 海 口 市 国 用

（2002）字第2002002492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经调查，上述《国有土

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

销，该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

有异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

兰分局提出书面申述。逾期无异议，

我局将依法给杜修精补发上述宗地

的《不动产权证》。（联系人：赵女士

65361223） 2019年11月1日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文昌金沙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崔昌吉遗失坐落于海口市人民

西里247号的房产证，证号为：海

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32081号，声

明作废。

▲崔昌吉遗失坐落于海口市振东

区人民西里247号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为：海口市国用（95）第

字17559号，声明作废。

▲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工会

委员会主席赵小波的工会法人法

定代表人证书一本不慎遗失，证书

号：210900050，声明作废。

▲三亚力邦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和法人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张小霞不慎遗失房屋租赁证，证

号：龙房租证（2018）第40041号，

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麦乐基餐饮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31MA5RHER38M 声 明

作废。

▲本人汤锡贤不慎遗失坐落于海

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东海一路西（现

地址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

3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

方国用（八所）字第092 号），土地

面积为1712. 05 平方米；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东房证字第 2180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1100平方

米。现声明作废。

▲接思铭不慎遗失恒大金碧天下

235-404号房购房相关收据，编

号：HN1834668，现声明作废。

▲上海寻址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三亚分公司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代码:58392985-7，声

明作废。

▲文昌会文烟堆海科养殖场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69005MA5RJC3

E00，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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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二、竞买事项：
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
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
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
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挂牌出
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
定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3、申请人可于2019年11月11日至2019年12月6日到东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三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
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4、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19年12月6日16:00（北京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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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17:00（北
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5、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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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挂牌时间：2019年11月29日
8:30至2019年12月10日15:00（北京时间）。7、挂牌时间截止时，有
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
人。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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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宗地开发建设要求：
1、根据省级六类产业园区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该宗地拟引

进项目为油气产业，控制标准投资强度为300万元/亩，年度产值为
45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为30万元/亩。2、该用地建设项目应符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
（修正）》产业政策要求。3、竞买人必须采用先进生产工艺设备，不得
转移使用国内外发达地区淘汰或更新下来的生产线（设备）。4、项目建
成投产后，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不得高于1吨标煤/万元。

四、其它事项：
1、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当场与出让人及挂牌人签订《成交确认

书》，并在30日内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同时与海南东方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竞得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土地出让金，依法
申请办理土地登记。2、该宗地符合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列入我
市今年建设用地供地计划。目前该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
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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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的净地。3、成
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佣金和公证费按有关规定另行收取。4、
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
时变更公告为准。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陆先生 熊先生
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0898-66243059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4号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7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19-16号

位置

东方市工业大道西侧、工业一横路北侧

面积（m2）

145541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容积率

≥0.6
建筑系数

≥30%
绿地率

≤2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602

挂牌起始价
(万元)
3602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告字〔2019〕71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东出让2019-16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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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
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
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
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体竞买，必须在挂牌
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指定账户（以竞买保证金入账时间为准）。（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11月7日至2019年12月6日到东方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三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出让文件及向东方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月6日16:00。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12月6日17:00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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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起
始时间为：2019年11月29日8:00；挂牌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9
日11:30；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19年12月9日11:30。（五）挂牌时间
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
确定竞得人。（六）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
买申请。（七）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东
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
海南东方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并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上约定的内容完成付款和后续开发建设。（八）竞
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
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根据省
级六类产业园区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该宗地拟引进项目为高新技
术产业，控制标准投资强度为300万元/亩，年度产值为300万元/亩，
年度税收指标为30万元/亩。（十）该用地建设项目应符合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产业
政策要求。（十一）竞买人必须采用先进生产工艺设备，不得转移使用
国内外发达地区淘汰或更新下来的生产线（设备）。（十二）项目建成投
产后，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不得高于1吨标煤/万元。（十三）该宗地符
合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列入我市今年建设用地供地计划。目前
该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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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
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的净地。（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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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缴纳），挂牌服务费和公证费按相
关规定由竞得人支付。（十五）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
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十六）本
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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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
cn/；http://www.landchina.com

联系人：陆先生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0898－32855875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西侧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7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19-17号

土地位置

东方市八所镇疏港大道延长
线一期西侧东方工业园区内

用地面积

68416m2

（合102.62亩）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容积率

0.5-1.6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12%-25%

建筑
系数

≥30%
出让年限
（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683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683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告字[2019]70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
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规划指标和出让控制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