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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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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至2019年1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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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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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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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8:00；挂牌截
止时间为：2019年12月16日11:30；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19年
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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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竞得
人后,竞得人与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当场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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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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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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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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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
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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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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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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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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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地块编号

东 出 让
2019-21号

土地位置
东方市板桥镇海
榆西线 225 国道
(文质村段)东侧

用地面积

3302m2（合
4.953亩）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
用地

容积率

≤0.6
建筑密度

≤15%
绿地率

≥30%
建筑限高

≤15
出让年限（年）

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116

挂牌起始价（万元）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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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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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11月27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对下列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第20191127期）

现将有关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登报之日起至2019年11月 26

日16时止。2、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11月26日16时前到
账为准。3、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账号：11006258312001。4、缴

款用途处须填明：某某标的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纳）。5、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拍卖并交付。过户税费按法律规定各
自承担。上述标的如有意向购买者请到公司垂询。拍卖机构地址：海
口 市 国 贸 北 路 金 融 花 园 A 座 二 层 。 联 系 电 话 ：68529777
13976734560 朱先生 13976111340 欧阳先生

序号

1

2

3

4

5

6

7

标的名称
澄迈海航金龙高效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100%的
股权
三亚海航欢乐天涯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琼海汇海旅业发展有限
公司100%股权

洋浦海越石油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三亚圣奥雅民族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的退出权

海南佳缘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100%的股权
儋州海航新天地有限公
司100%的股权

标的基本情况
该公司租赁土地位于海榆中线（224国道）45公里处永发镇境内，土地性质为农业用地及部分林地，面
积约1000亩。租期至2050年12月30日，其中约七百余亩有围墙，有配套房产两栋。已办理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本次拍卖标的项目公司下权益仅指金龙项目约1000亩地租赁权益）
该公司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盐灶村滨海区域，临近 225国道，拥有面积约829.84亩土地
承包经营权，承包期截止时间大部分为2028-29年。承包等相关费用已全部付清。
该公司在G98高速公路官塘互通出口处，有面积约200亩国有土地，办有使用权证。已
部分开发纪念园项目和旅游项目。尚有83亩土地未开发。
该公司的游艇制造厂项目位于洋浦保税港区瀚洋路西侧，占地180亩，土地用途为工业
用地。已建面积6.63万m2。包含五栋厂房，一栋办公楼，一栋食堂和两栋配电房。（不
包含持有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9.52%股权权益）
该公司下黎陶文化公园项目位于西线高速北侧天涯镇布曲村，租赁土地约500亩，租赁
期限至2038年1月8日止。（不包含该项目公司下持有14.7321%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
限公司股权权益）
该公司在绕城高速南侧的“美安科技新城”内，拥有约 673.51亩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剩
余期限41年，土地承包费用已缴清。
该公司拥有的海航新天地酒店资产位于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道168号，占地面
积23786.7m2，建筑面积32900m2，酒店在营业中。

参考价（人民币）

1200万元

1.43亿

1.1亿

2.35亿

500万元

700万元

2.25亿

保证金（人民币）

120万元

1500万元

1100万元

2500万元

50万元

100万元

2300万元

关于正光观海花园项目当前情况的交易预警提示公告
各有关单位和个人:

正光观海花园小区项目由海南航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航澄公司”）作为开发单位，河南正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南正光”）作为投资单位联合开发建设。该项目报建楼栋数共10
栋（楼栋号：1-9号，综合楼），澄迈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给正光观
海花园小区项目共核发了2个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证号：[2017]
澄房预字019号、[2017]澄房预字098号），预售楼栋：1、2、4、6、7、8
号楼，预售套数：640套。两个预售许可证已分别于2019年10月16
日和2019年10月27日到期；另外该项目3、5、9号楼截止目前并未
取得预售许可证，且经现场查看仅建设了地基，即截止目前该项目所
有楼栋及房源都不具备预售资格。由于该项目未有房屋销售备案，
但是根据河南正光提供的材料显示已销售房源共410套，其中1号楼
66套、2号楼41套、4号楼103套、6号楼57套、7号楼128套（已整栋
出售）、8号楼17套。

2018年起，航澄公司与河南正光出现纠纷，导致已销售房源无法
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因此发生多起购房人群访事件，对我县房地产市
场造成恶劣影响。县委县政府对该项目纠纷问题高度重视，县政府

领导及相关部门多次组织协调会、工作会，对该项目购房户网签备案
问题进行协调，均因涉事公司未按会议议定事项执行导致问题处置一
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另外，今年10月中旬以来，县住建局和县房管局收到多起群众投
诉，反映河南正光将尚未取得预售证的3号楼违规进行对外销售。经
初步调查，举报情况属实。县房管局已于10月25日针对该违规问题
通过在“澄迈房产公众信息服务平台”公众号发布信息、到项目现场张
贴等方式发布了交易预警提醒公告，县住建局已对该违规销售行为立
案调查。

鉴于该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且截止目前所有房源均不具备预售
资格，请购房人谨慎购买该项目房屋，否则造成的一切损失需自行承
担。另外，房产中介公司请在确认该项目房源已取得预售资格后方可
代理销售，否则如涉嫌违规销售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特此公告。

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11月11日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部
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和《海南省部分退役
士兵社会保险接续工作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精神，请
2019年1月21日前安置地在海南省，并以政府安排工
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到原安置地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领取《补缴社会保险个人申请表》，或扫描下列
二维码、登陆http://hrss.hainan.gov.cn/hrss/0400/
201907/a678838405ba4b21ac6247d7e3c4870a.
shtml下载，按要求填写后携带以下材料，务必于12月
20日前到原安置单位或原办理安置手续相应层级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提出补缴申请，各安置单位或原办理安
置手续相应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受理其申请后即按

程序进行申报和核定。补缴申请时间截止至2019年12
月31日。材料清单：1.入伍批准书或应征公民入伍政审
表等入伍证明材料主件(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印
件);2.退出现役登记表(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复印
件);3.安置介绍信或办理自谋职业审批表(加盖档案保
管单位印章的复印件)；4.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5.相
关缴费记录，2019年1月21日前参加基本养老和基本
医疗保险欠缴、断缴凭证。如在多个地区参保的，还须
提供多地缴费证明或个人账户查询单等缴费记录凭
证。档案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管理的不需要提供
第1、2项材料。档案材料遗失的，可由原服役部队提
供退役命令。

市县

省本级

海口市
龙华区
秀英区
琼山区
美兰区
三亚市
三沙市
儋州市
琼海市
文昌市
万宁市
东方市

办公地点

秀英大道2号军供家园一楼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龙华区大同一横路3号副楼5楼（金银洲宾馆院内）
龙华区龙昆北路19号区政府办公大楼1号楼209室
秀英区秀华路1号215室
琼山区椰海大道椰博路琼山区人民政府第二办公区221室
美兰区群上路1号区政府办公大楼3楼309室
三亚市军休所一楼
海口市南海大道80号社会工作局
中兴大道东延线军休大楼1楼
嘉积镇人民路355号琼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文城镇文清大道19号文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111室
万城镇城北新区望海大道北侧
八所镇永安西路10-14号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办公电话
68660501
68660601
66759466
66569390
68659100
65877376
65373531
88227792
66795825
23830007
62835367
63231822
62213590
38935533

市县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澄迈县

临高县

定安县
屯昌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洋浦经济开发区

办公地点
通畅路新就业局大楼5楼
抱由镇尖峰路5号就业大楼二楼退役军人事务局
金江镇金马西路澄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一楼

临城镇行政路退役军人事务局

定城镇岳崧路第二办公区定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屯城镇锦绣大道1号军休中心二楼
椰林镇椰林南干道县第二办公区一楼大厅
机关行政办公大楼一楼退役军人事务局115室
新兴路原工会办公楼五楼
县城国兴大道225号县民政综合办公大楼三楼
桥南路186号

洋浦大厦16楼1609办公室

办公电话
86624195
85526468
36961826
28355786
28280061
63828385
67816556
83388535
26699016
32921092
86239227
27728266
28825887
28836463

关于解决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续有关问题的公告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办理社保接续工作办公地点

由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全新打造的就业超市——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开业啦！现定于 2019年11月—12月每周一、三、
五上午9:00-12:00举办公益性常规招聘会。

欢迎全市有用工需求的单位、社会各界求职人群参加。
地 址：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美兰区嘉华路2号）
联系电话：0898-32854302
工作时间：8:00-12:00,14:30-17:30

2019年11月-12月招聘会排期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日期
11月13日
11月20日
11月22日
11月27日
12月4日
12月9日
12月13日
12月18日
12月20日
12月27日

星期
周三
周三
周五
周三
周三
周一
周五
周三
周五
周五

招聘会主题
海口市2019年大中专应届生专场招聘会

“优岗优聘”综合公益性招聘会
“5G时代”海南自贸区新时代“互联网+人才”专场招聘会
“挑战高薪”海南自贸区新时代“市场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
“才聚琼州 机遇无限”综合公益性招聘会
“牵手企业，寻求人才”综合公益性招聘会
“"伯"揽良才，共筑海南”大学生专场公益性招聘会
“博揽精英，集贤纳才”综合公益性招聘会
“博新纳才，职属于你”综合公益性招聘会
“寒冬送暖，人生职得”综合公益性招聘会

海口市就业超市开业啦！

“一碗山兰饭，一杯山兰酒，黎家
处处山兰香。”白沙位于海南生态核心
区，正是这般好生态孕育而出的山兰
米，一直以来都是海南黎族群众用于
款待宾客的佳品，也形成了海南黎族
同胞独特的山兰文化。

据悉，山兰稻共分籼稻和糯稻两
大类，每个大类又分多个具体品种。
如籼稻分为香米、红米、紫米等，其
中，香米口感好、香味浓郁，而红米、
紫米等富硒品种也深受人们喜爱。

“即便是雨水丰润的年头，山兰

的亩产量一般也只有 200斤至 220
斤。”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
究所研究员王效宁说，也就不难理
解，即便是现今山兰米身价倍增，在
市场行情十分看好的情况下，全省的
山兰稻种植面积也不超过 1万亩。
王效宁介绍，在今年海南山兰稻播
种、挂穗的两个时间节点，山兰种植
地的雨水相对较少，所以根据预测，
今年山兰稻的产量或将低于去年。

与拥处村相距仅数公里的青松
村，是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定点扶贫

村，也是青松乡山兰稻种植面积最大
的村庄。“青松村今年大约有1800亩
山兰稻迎来收获，但由于夏季的旱情，
产量将较之去年略有下降，预计不足
40万斤。”青松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陈立斌介绍，该村目
前共有348户村民，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183户，今年，他们中的200余户
农户将迎来山兰稻收获。

“今年种植面积与去年一样，产
量少点不要紧，估计售价还会比去
年略高。”作为青松村山兰稻种植大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张万成去年种
植了30亩山兰稻，在短短4个多月
时间里就入账 4万多元，着实让他
尝到了发展山兰稻特色产业脱贫摘
帽的甜头。作为本地知名粮企，海
南恒达伟实业有限公司在去年底共
计认购了 20 万斤的青松村山兰
稻。“助力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帮助
农户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也是我们
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该企业
负责人羊月爱介绍，经深加工后的
白沙山兰稻如今已远销北京、上海

等大城市，市场行情走俏。当下山
兰丰收季又至，企业赴青松乡“大手
笔”收购山兰稻也已提上日程。

政府搭台、媒体文化宣传、农户
唱响山兰丰收大戏。据悉，近年来
在白沙县委、县政府的务实帮扶下，
白沙“啦奥门”山兰文化的享誉度越
来越高，山兰稻的品牌价值和市场
效益也得以快速提升，业已成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谋划乡村振兴的支
柱产业之一。

（本报牙叉11月11日电）

白沙“啦奥门”山兰文化节将于11月17日举行

黎族农耕传千年 山兰稻香邀客来
千百年虔诚守护

黎族农耕文化焕发新彩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山兰，又称“山栏”“山禾”。不同于传统种植
的水稻，山兰是海南黎族同胞聚居区特有的山地
旱稻，没法在水田里生长、挂穗。

据明代《海槎余录》记载：“徐徐锄转，种棉花，
又曰具花；又种旱稻，曰山禾，米粒大而香，可食。
连收三四熟，地瘦弃置之，另择地所，用前法别治。”

此外，明代进士唐胄（海南琼山人）在主修《琼
台志》卷八《土产上》中也记载到：“稻，粳糯二种。
粳为饭米，品著者有九：曰百箭……曰山禾。择久
荒山种之，有数种，香者味佳。黎峒则火伐老树挑
种，谓之刀耕火种”。经当今学者考证，这其中的

“山禾”，即是山兰稻。
种山兰，海南黎族同胞也一直沿袭刀耕火种

的生产方式，一年一造，不耕作翻土，就在砍山后
放火烧过的旱地上播种、管理、收获。千百年来，
原生态种植方式从未改变。

翻阅史料记载不难发现，海南岛西部地区的
黎族百姓主要依靠种植山兰稻当作食粮，随着高
产水稻品种的日趋推广，加之白沙等市县位于海
南生态核心区，山兰稻刀耕火种的原生态种植方
式会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影响。为此，近年来海
南已出台相关法规禁止砍树、“烧山”，原生态的海
南黎族山兰稻种植面积逐年减少，让山兰稻难以
大规模种植。

不过，居住在白沙地区的海南黎族百姓，仍坚
持以虔诚的姿态在守护着这种传统的农耕方式，
他们选择在地域有限的坡地上、山谷间种植山兰
稻，不烧山、不施肥、不打药，就让山兰稻这么扎根
于旱地、砾石之间，直至挂穗迎来收成。

千百年来，时光并未冲淡海南黎族人民对大
自然的感恩之情，每到山兰稻收获的季节，在山兰
稻种植面积最多的白沙黎族自治县，当地的黎族
同胞便会举办盛大的“啦奥门”丰收节活动，感恩
大自然的赠予。 （本报牙叉11月11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11月，深秋，白沙黎族自治
县青松乡的山兰稻熟了。

“美不过三月三，甜不过糯
山兰”。白沙作为山兰稻的盛
产地，将于11月17日在青松乡
拥处村举办 2019 白沙“啦奥
门”山兰文化节。届时，白沙盛
邀八方宾朋前来“吃新米”、喝
山兰酒、跳竹竿舞、品长桌宴，
共享海南黎族同胞欢庆山兰丰
收的喜悦。

此外，现场还可体验白沙
“茶·陶”“锦·绣”“竹·藤”等非
遗技艺的神奇魅力，以及黎族
农趣劳作等丰富活动。

作为活动主办方，白沙县政府有关
负责人介绍，2019白沙“啦奥门”山兰文
化节将沿袭往年传统习俗，定于青松乡
拥处村举办。届时，当地将举行海南黎
族最传统、最古朴的庆山兰丰收仪式，如
祭拜山神、喊山及祈福等。

按照安排，仪式结束后，在刚建成

的拥处村山兰文化园，一曲曲《稻乡飞
歌》《山兰园》《捕鱼歌》等具有黎族民
俗风情的歌舞将轮番上演，既展现黎
族群众丰收的喜悦，也能让黎族同胞
以特有的待客礼俗欢迎八方宾朋参加
节庆。而为了能让远道而来的宾客亲
身体验黎族传统的山兰稻刀耕火种耕

作方式，活动主办方还设置了山兰收
割、种植互动、古法磨米、钻木取火、黎
锦苗绣、烧陶、舂米打米粑等特色活
动。此外，“啦奥门”猜酒古令、古榕长
桌盛宴、传统文化礼俗展示、特色创意
美食品鉴等环节，能让宾客们感受到

“穿越千年”的山兰文化魅力。

据悉，自2017年白沙首次启动
“啦奥门”丰收节以来，得到了白沙县
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同时在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的大力推介下，
白沙“啦奥门”丰收节品牌活动定型成
势，山兰产业前景看好。白沙县政府
有关负责人表示，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也是白沙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项
重要工作，白沙一直在探索、引导，谋
划做强、做大、做精山兰稻产业，帮扶
当地贫困群众实现增产又增收。

目前，“啦奥门”还成功申报白沙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白沙“啦
奥门”丰收节也将升级为山兰文化节。

多方联手 唱响山兰文化大戏

丰富活动 山兰文化节待客来

每逢山兰稻收获，黎族群众举行传统祭祀仪式后，会爬上位于半山腰的稻田收割新稻。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在黎族同胞心里，“啦奥门”是庆丰收的盛典。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