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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1月27日 星期三B07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出让位于儋州市兰洋镇LY-94号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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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地应用于发展旅馆项目，项目用地
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上述控制指标纳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2.该宗用地项目须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
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文件执行。

三、竞买事项：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不接受个人及
联合体竞买；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
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
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
及时改正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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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信被
执行人。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挂牌期间遵
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竞买人在同等条件下竞价，按照
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活动结束，竞得人应
当场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续应按法
律、法规规定和产业主管部门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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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15
日内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金。3.申请人可于2019年11月27日8:30
至2019年12月26日16:00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北路10号金融花园
D座1301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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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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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
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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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9:
00至2019年12月30日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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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该宗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
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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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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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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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公告未尽事
宜详见《儋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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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65303602、23883393、13907558791
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 11月27日

儋自然资公告〔2019〕15号

地块名称
儋州市兰洋镇
LY-94号地块

宗地面积
32.449亩

（21632.6平方米）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0，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5%，建筑限高≤15米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楼面地价）

1183元 /建筑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2559.14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19〕14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市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0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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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地应用于发展教育项目，项目用地
投资强度不低于200万元/亩，上述控制指标纳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2.该宗用地项目须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
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文件执行。

三、竞买事项：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失信被执行人
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不接受境外机构、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申请参加
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
件。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
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儋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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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信被执行人。2.挂牌期间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竞买人在同等条件下竞价，按照价高且
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活动结束，竞得人应当场与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续应按法律、法规规
定和产业主管部门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3.申请人
可于2019年11月29日至2019年12月27日到海口市龙华路23号万
国中央区逸景阁2001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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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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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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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8日8:30至2019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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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该宗地中111.884亩属新增国有
建设用地,2.75亩属存量国有建设用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
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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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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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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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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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 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13034927009
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lr.hainan.gov.cn/ 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7日

地块名称
儋州市城西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B0102地块

宗地面积
114.634亩

（76422.6m2）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5，建建筑密度：≤25%
建筑限高：45米，绿地率：≥40%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
楼面地价358元/

建筑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4103.8936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19〕13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市城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0102地块73.551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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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地应用于发展教育项目，项目用地
投资强度不低于200万元/亩，上述控制指标纳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2.该宗用地项目须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
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文件执行。

三、竞买事项：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失信被执行人
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不接受境外机构、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申请参加
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
件。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
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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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信被执行人。2、挂牌期间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竞买人在同等条件下竞价，按照价高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活动结束，竞得人应当场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续应按法律、法规
规定和产业主管部门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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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
人可于2019年 11月 29 日至2019年12 月 27 日到儋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厅3号窗口咨询和
购取挂牌出让手册。4、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7
日16:00 时(北京时间)。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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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17：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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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上午8：30至2019年 12
月 31 日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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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该宗地中54.991亩属新增国有建设用地，18.56亩属存量国有建设用
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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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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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宗地已列入我市今
年度非农建设用地供地计划。10、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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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公告未
尽事宜详见《儋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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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儋州市中兴大道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郭先生 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23881390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lr.hainan.gov.cn/ 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7日

地块位置
儋州市城西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B0102地块

地块面积
73.551亩（合

49034.1平方米）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建筑容积率≤1.5，建筑密度≤25%
绿地率≥40%，建筑限高≤45米

建设年限

2年

挂牌起始价（元/建筑平方米）

358

保证金（万元）

2633.1312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挂牌租赁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19]12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租赁位于儋州市那大镇国盛路南侧48.575亩（32383.3平方米）国有
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租赁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
本次竞买），不接受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
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同时，该宗地
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租赁成交确认书》后与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租赁：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
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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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信被执行人。（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缴
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发挂牌租
赁资格确认书。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挂牌租赁权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
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可于2019年11 月29日至2019年 12 月27日到儋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厅3
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租赁出让手册。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16：00时
(以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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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17：00 时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

六、挂牌地点：本次国有土地挂牌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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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为：2019
年12月18 日上午8：30至2019年 12 月31日16：30 。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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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次竞买活动挂牌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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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该宗土地属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土
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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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可以满
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
工开发所必须条件；宗地已列入我市今年度非农建设用地供地计划。

十、挂牌租赁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租赁，本次挂牌租赁事
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十一、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租
赁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地址：儋州市中兴大道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郭先生 吴先生
联系电话: 23883393 23881390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lr.hainan.gov.cn/ 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 月27 日

地块位置
儋州市那大镇国
盛路南侧地块

地块面积（亩）
48.575（合

32383.3平方米）

土地用途

餐饮用地

租赁年限

1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建筑容积率≤0.43，建筑密度≤50%
绿地率≥15%，建筑限高：12米

建设年限

1年

10年挂牌租赁起始价（万元）

1878.2314

保证金（万元）

1878.2314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自然资公告【2019】18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市滨海新区中心组团控规C-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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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开发建设要求：竞得人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生效之日起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该宗地建设严格按照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自然资源规划厅《关于2019
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执
行。三、竞买事项：1、竞买人资格：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境外
机构、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竞买申请人或者其实际控制人须为世界200
强企业（以2019年《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榜单为准）；竞买人或其关联
企业在儋州纳税人数不低于1000人；竞买人或其实际控股股东的注册
资本不低于200亿人民币；为提升滨海新区整体风貌，竞得人或其关联
企业须在滨海新区范围内投资建设旅游产业项目，累计在儋州纳税30
亿元以上。该宗地为租赁式住房用地，竞得人须100%自持。不接受
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
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同时,该宗地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
出让成交确认书》后与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和《儋州市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办理土地有
偿出让，并严格按照签订文件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 具有下列行为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活动：（1）在儋州市范围
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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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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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确定竞得人。3、申请人
可于2019年11月29日至2019年12月27日到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
路龙珠大厦第四层B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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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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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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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8:30至2019年12月31日10:30（北京时间）。7、挂
牌时间截止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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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该宗地属新
增国有建设用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土地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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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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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该宗地已列入我市今年度非农建
设用地供地计划。10、宗地上存在地面建筑物面积30916.17平方
米，地面建筑物总价6203.61万元不进行竞价，土地竞得者须同时缴
纳地面建筑物总价款。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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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公告未尽事宜
详见《儋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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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冯先生。联系电话：0898-
23883393；13036099114。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
cn/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7日

地块名称
儋州市滨海新区中
心组团控规C-5-1
地块

备注

宗地面积
40.029亩

（合26686.2
平方米）

竞买者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时需同时缴纳地面建筑物总价的60%的保证金到指定账户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租赁
式住房用地，100%自
持）

出让年限

7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2.0，建筑密
度:≤30%，建筑限高：≤
60米，绿地率:≥30%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
楼 面 地 价
1152 元/建筑
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3689.1003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自然资公告〔2019〕19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市滨海新区第二组团（启动）控规B-0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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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开发建设要求：竞得人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生效之日起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该宗地建设严格按
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自然资源规划厅
《关于 2019 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
[2019]137号）执行。三、竞买事项：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
加竞买,不接受境外机构、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竞买申请人或者其实
际控制人须为世界200强企业（以2019年《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
榜单为准）；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在儋州纳税人数不低于1000人；
竞买人或其实际控股股东的注册资本不低于200亿人民币；为提升
滨海新区整体风貌，竞得人或其关联企业须在滨海新区范围内投资
建设旅游产业项目，累计在儋州纳税30亿元以上;申请参加竞买者
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
同时,该宗地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与儋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儋州市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办理土地有偿出让，并严格按照签订
文件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
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
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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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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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至2019年12月27日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
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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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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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7:00（北京时
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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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8:30至2019年12月31日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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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该宗地属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土地
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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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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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该宗地已列
入我市今年度非农建设用地供地计划。10.宗地上存在地面建筑物
面积6092.65平方米，地面建筑物总价365.559万元不进行竞价，土
地竞得者须同时缴纳地面建筑物总价款。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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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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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 许
先生。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8582500。地址：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
zy/ www.hnlmmarket.com/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7日

地块名称
儋州市滨海新区第
二组团（启动）控规
B-04-02地块
备注

宗地面积
16.681亩
（11120.6
平方米）

竞买者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时需同时缴纳地面建筑物总价的60%的保证金到指定账户

土地用途

仓储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0，建筑密度:≤50%，

建筑限高：≤25米，
绿地率:≥20%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

楼 面 地 价 531
元/建筑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354.3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市滨海新区第二组团（启动）控规B-04-02地块64.168亩国有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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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开发建设要求：竞得人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生效之日起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该宗地建设严格按照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自然资源规划厅《关于2019
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执行。

三、竞买事项：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境外机构、
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竞买申请人或者其实际控制人须为世界200强企业
（以2019年《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榜单为准）；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在
儋州纳税人数不低于1000人；竞买人或其实际控股股东的注册资本不
低于200亿人民币；为提升滨海新区整体风貌，竞得人或其关联企业须
在滨海新区范围内投资建设旅游产业项目，累计在儋州纳税30亿元以
上。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
供的相关文件。同时，该宗地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
与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儋
州市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办理土地有偿出让，并严格按照签
订文件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
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活动：(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
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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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信被
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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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8:
30 至2019年12月27日16:00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9号森堡大厦八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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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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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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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 日8:30至2019年12月31 日
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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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该宗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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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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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10.该宗地存在地面建筑物面积
15641.39平方米，地面建筑物总价701.9568万元不进行竞价，土地竞得
者须同时缴纳地面建筑物总价款。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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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公告未
尽事宜详见《儋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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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 谭先生；联系电话：0898-
23883393 13876269988；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查询
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7日

儋自然资公告〔2019〕17号

地块名称
儋州市滨海新区第二组团

（启动）控规B-04-02地块
备注

宗地面积
64.168亩

（42778.6平方米）

土地用途
仓储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0，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25米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
楼面地价为531
元/建筑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1362.924

竞买者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时需同时缴纳地面建筑物总价的60%的保证金到指定账户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19〕16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市兰洋镇LY-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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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地应用于发展旅馆项目，项目用地
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上述控制指标纳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2.该宗用地项目须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
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文件执行。

三、竞买事项：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不接受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申
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
相关文件。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
让活动：（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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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信被执行人。2.挂
牌期间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竞买人在同等条件下竞
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活动结束，竞得
人应当场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续应
按法律、法规规定和产业主管部门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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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人可于2019年11月29日至2019年12月27日到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或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
34号供电宿舍C栋701房咨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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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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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7:00（北京时间）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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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8:30至2019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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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该宗地属新增国
有建设用地，该宗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
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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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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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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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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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 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6793886
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34号

供电宿舍C栋701房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7日

地块名称
儋州市兰洋镇
LY-94号地块

宗地面积
65.131亩

（43420.7m2）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8，建筑密度：≤45%
建筑限高：≤24米，绿地率：≥35%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
824.44元/
建筑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6443.63

投资强度（万元/亩）

≥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