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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1月14日 星期四A13

关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南岸南片安置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项目位于琼海市中原镇区南部，用地范围面积23.67公顷（其中安置
区用地18.8公顷）。根据《琼海市中原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安置区用
地规划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2.0，建筑密度≤
42%，建筑高度≤20米，绿地率≥30%。现拟批复项目安置区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容积率 1.96，建筑密度 42%，绿地率 30%，总建筑面积
368728.84m2，安置区住宅总户数为621户。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
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
（11月14日至11月22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
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
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
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
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
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美丽沙项目1401&1501地块

（一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美丽沙项目1401&1501地块（一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甸岛五

西路北侧，项目于 2016 年通过规划许可，批建总建筑面积为
148937.02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2646.74m2，地下建筑面积
96290.28m2，现依据建设单位申请，项目对设计方案进行以下变更：一、
建筑单体（9#、10#号楼）增加地下室疏散楼梯、地下室出地面风井；避难
层调整设备房位置及布局；机房层平面细化造型轮廓线。二、地下室加
大变配电房，调整车位位置（车位总数不变）；增加消防疏散楼梯及防火
隔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
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11月14日至11月27日）。2、公示地点：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
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
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
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4日

海资规〔2019〕11846号

二、竞买事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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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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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8:30至2019年12月13日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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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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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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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土地交易厅。6、
挂牌始起时间：2019年12月6日8:3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
间：2019年12月17日16:00（北京时间）；挂牌现场会时间：①东
出让2019-09号：2019年12月17日16:00（北京时间）；②东出
让2019-10号：2019年12月17日1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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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
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三、宗地开发建设要求：该宗地若实施装配
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四、其他事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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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
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土地出让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2、
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
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
清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全部
土地出让金的期限不得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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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缴
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挂牌出让金不含
各种税费。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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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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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先生；联系电话：0898-
25582051、65203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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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hainan.gov.cn/ggzy/；
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 11月14日

序号

1

2

地块编号
东 出 让
2019-09号
东 出 让
2019-10号

土地位置
东方市八所镇东风
路市人民医院南侧
东方市八所镇东风
路市人民医院南侧

用地面积
8537.45m2（合
12.806亩）
7887.12m2（合
11.83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容积率

≤2.8
≤2.8

建筑密度

≤35%
≤35%

绿地率

≥25%
≥30%

建筑限高

≤40米
≤80米

出让年限（年）

40

40

竞买保证金（万元）

2344

2166

挂牌起始价（万元）

2344

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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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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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挂牌出让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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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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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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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至2019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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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
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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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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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8:00；挂牌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
20日16:00；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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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
10个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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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上约定的内容完
成付款和后续开发建设。(七)受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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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
筑有关规定进行。(九)该宗地建设项目应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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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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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该宗地主要用于建设太
阳能光热海水淡化供水惠民工程项目。(十三)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
金的，应从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
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的期限不得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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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
金。挂牌出让金不含各种税费。(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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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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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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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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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nlmmarket.com/ http://www.landchina.
com；联系人：陆先生 刘先生；联系电话：0898- 25582051
18976212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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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19-05号

位置
东方市感城镇加富村

面积（m2）
16788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容积率
R≥1.0

建筑密度
≥40%

建筑系数
≥5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20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642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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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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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幅) 地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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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按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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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至2019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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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中心一
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向我局提交
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18日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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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 0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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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08：00；挂牌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10：00；挂
牌现场会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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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地仓储用地部分拟引进项目类
别为现代物流业，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关于非
园区建设用地指标规定，仓储用地投资强度应达到180万元/亩，年度
产值应达到180万元/亩，年度税收应达到8万元/亩。（二）该用地建
设项目应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产业政策要求。（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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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进行。

四、其它事项：（一）竞买成交当场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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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上约定的内容完成后续开发建
设。仓储用地地块需同时与东方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竞得人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支
付土地出让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二）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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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
应从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
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的期限不得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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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挂牌出让
金不含各种税费。（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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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经原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关于批复
东方市2012-107号地块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的函》(琼土环资
函〔2013〕720号)批复同意。该宗地位于我市大田镇镇区开发边界范
围内，且不在海岸带200米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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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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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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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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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andchina.com

联系人：陆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0898-66288920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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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19-18号（地块一）
东出让2019-18号（地块二）
东出让2019-18号（地块三）
东出让2019-18号（地块四）
东出让2019-18号（地块五）

位置

东方市大田镇
海榆西线北侧

面积（m2）

12114.22
6833.59
11788.5
3873.82
27617.01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仓储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仓储用地

使用
年限
40年
40年
50年
40年
50年

容积率

R≤2.0
R≤1.5
R≤1.5
R≤1.5
R≤1.0

建筑
密度
≤45%
≤45%
≤50%
≤40%
≤50%

绿地率

≥25%
≥25%
≥25%
≥25%
≥25%

建筑限高

≤36米
≤20米
≤36米
≤24米
≤24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98
715
414
336
995

挂牌出让
起始价(万元)

1098
715
414
336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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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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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召开三亚市城镇国有建设用地

标定地价成果听证会的公告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和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7〕27号）、《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
加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琼国土资用字〔2017〕
68号）、《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地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琼国土
资用字〔2018〕27号）等有关文件的要求，我局开展了三亚市城镇国
有建设用地标定地价评估工作，现已形成初步成果，根据《国土资源
听证规定》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需组织听证，广泛听取社会
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1.会议时间：2019年12月17日上午10时
30分；2.会议地点：三亚市河东路152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楼会
议室。若会议时间或地点发生变化，我局将另行发布通知，届时以通
知为准。

二、可参加听证人员：市法制办代表1位、区政府代表2名、市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代表8名、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工委管委代表1
位、社会各界代表10名。

三、报名须知：1.有意参加听证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参加听证会，也可推选代表参加听证会，我局将根据听证事项与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情况选定听证会代表。2.申请参加听证会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请于2019年11月28日前向我局提出书面听证
申请，逾期不予受理。3.听证申请书应当包括当事人的姓名、身份证号
码、联系电话、地址（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人代表），申请听
证的具体事项，申请听证的依据、理由等（注：在提交申请书时，申请人
应提供身份证原件核对）。4.其它事项：联系电话：0898-88275006、
0898- 88276629；联 系 人 ：唐 女 士（18388109916）、余 先 生
（13700411631）联系邮箱：88276629@163.com。

特此公告。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3日

全体股东：刘家宝、黄由才
根据《公司法》之相关规定，现召集全体股东召开海南珍宝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有关注销公司的股东会议，现将会议内容的有关情况
通知如下: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2月
6日；2、现场会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89号汇隆广场
1单元902房。二、会议事项:1、关于注销海南珍宝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相关事宜；2、未出席会议股东视为自动放弃表决权；3、2019年12
月6日召开股东会将根据所作出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以书面
形式出具股东会决议（由出席会议的股东签字，并向相关部门办理注
销备案登记手续）。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会
前半小时携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特此通知

海 南 珍 宝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股东会召开通知

通知人：海南珍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3日

儋州市白马井镇冷冻加工厂整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66-1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儋州市白马井镇海南白马井渔港股

份有限公司冷冻加工厂整体招租，招租面积为3190㎡，租赁期

限为6年，挂牌底价为30万元/首年。公告期：2019年11月14

日-2019年 11月 27日。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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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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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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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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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宗（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根据东方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净地条件确认书》，上述宗地土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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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条件的净地。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地拟引进项目类别为现代物流
业，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关于非园区建设用地
指标规定，投资强度应达到180万元/亩，年度产值应达到180万元/
亩，年度税收指标应达到8万元/亩。（二）该用地建设项目应符合国家
发展改革委公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产业
政策要求。（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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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该宗地若实施装
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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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采取公开挂牌方式出让，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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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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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向
我局提交书面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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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10:
00；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19年12月17日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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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成交当天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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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东方市商
务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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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让人取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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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款不含各种
税、费，挂牌佣金和公证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十）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
京时间。（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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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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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联系电话：0898-
25582051 0898-66722585。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东方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址：http:
//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
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4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19-19号

位置
华侨农场场部南侧、粤海铁路西侧

面积（m2）
8414.23

土地用途
仓储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
≤45%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20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323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323

东方傲立石化有限公司10万吨/年干气
石脑油甲醇混合芳构化项目（一期）变更

第二次信息公开
《东方傲立石化有限公司10万吨/年干气石脑油甲醇混合芳构

化项目（一期）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初步编制完成。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
定，对项目环评信息进行信息公开。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
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电子版报告书网络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L0jJguBaKPP65kfgbSXpDw 提取码:475r。（2）纸
版报告书查阅方式途径：公众可前往东方傲立石化有限公司查阅纸
质版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广泛征询关心该项目建设
的所有社会人士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电子邮件、电话、来
访等方式向以下联系单位和联系人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建设单位：东方傲立石化有限公司；联
系人：范佟；电 话：13807579069；电子邮箱：ft@aolishihua.com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评价机构：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联 系 人：徐庆虎；电 话：0532-68972726；电子邮箱：
157421927@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10月28日~2019年11月15日。

罗牛山崖州15万头现代循环农业示范基地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三亚罗牛山畜牧有限公司拟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三公里村
委会凤上村凤上岭投资建设罗牛山崖州15万头现代循环农业示范
基地项目，目前《罗牛山崖州15万头现代循环农业示范基地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征求与本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公众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http://www.lnsxm.com/Upload/157354804291.pdf
纸质报告书存放地点为海口市江东新市区工业园青牧原实业

公司办公大楼。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项目附近企事业单位及附近的居

民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者填写意见表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提出意见，纸质意见提交地点为海口市江东新市区工业园青牧原
实业公司办公大楼。

联系人：周卫卫 联系电话：13637690021
电子邮件：710496536@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

月27日。在此期间，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相关的意见。

三亚罗牛山畜牧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2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琼01破8号
本院根据徐文清的申请于2019年4月23日裁定受理海口南

青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8月20日定
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为海口南青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管理人。
海口南青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90日内，向海口南青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海南
省海口市秀英区东方洋路3号海悦东方商业楼二层；邮政编码:
570125；联系电话：0898-66212010）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
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
据。如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则应当说明。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口南
青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口南
青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年2月20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大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关于2019华晨宇“火星”演唱会适时道路

交通管制的通告
华晨宇2019火星演唱会将于2019年11月15日、16日、

17日共三天在五源河体育场举行，为了确保华晨宇2019年火

星演唱会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通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届时将对五源河体育场周边路

段适时实施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9年11月15日 17:00-23:30；11月

16日 17:00-23:30；11月17日 17:00-23:30

二、管制路段：长滨路与滨海大道交叉口至长滨路与海

秀快速路下匝道交叉口、长滨一街、长滨二街、长滨三街、长滨

四街、长滨五街、长滨一路、长滨二路、长滨三路、长海路（含）。

三、注意事项

（一）在道路交通管制期间，各种车辆驾驶人和行人，按照

道路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服从交警指挥管控。

（二）管制期间路段绕行

1、经海秀快速路前往长流方向的车辆建议从长天路匝道

口或长彤路匝道口驶出，选择海榆西线、南海大道绕行。

2、由市区前往滨海大道西沿线方向的车辆，建议选择南

海大道、海榆西线、粤海大道绕行。

四、温馨提示

凡通过管制路段的车辆和行人必须严格遵从现场执勤民

警的指挥或交通标志指示行驶；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