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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2月29日，海南省体彩中心研发的“江山如画”

旅游主题即开型体育彩票正式上市，这是为促进海南体育彩票

与旅游市场融合而研发的一款具有海南地方特色的即开票，遴

选了我省境内天涯海角、南山、火山口、呀诺达热带雨林等10

个著名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民族风情，共20幅经典画面为票

面设计元素。单票面额均为10元，设有10个奖级，每票共有

12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50万元。玩法为数字匹配，具有趣

味性强，好玩易中等特点。精美绝伦的票面设计，独特的海南

热带自然人文风情，也使得它一上市就迅速走俏我省彩市，受

到广大购彩者、彩票收藏爱好者们的喜爱。

“太幸运啦！第一次刮，真没想到刮了3张‘江山如画’就

中了二等奖5万元！”12月30日下午，在三亚市三亚湾的海月

广场即开票销售现场，游客张女士开心地说。据了解，张女士

钟爱体彩“顶呱刮”即开票，走到哪里刮到哪里。看到“江山如

画”旅游主题即开票票面精美，头奖高达50万元，她就有了想

刮的冲动。

来自海南公共频道的陈先生在活动现场表示，自己对体育

彩票游戏玩法十分熟悉，尤其是即开票的忠实粉丝，每当新票

上市时，更是要“一刮为快”。同时他也是一位彩票收藏爱好

者，当看到“江山如画”旅游主题即开票时，他就收集了好几套

20款不同票面的即开票，“每个票面上印制的风景区都很有代

表性，我一定要收藏。”陈先生开心地说道。

刮“江山如画”旅游主题即开票，既可探秘海南名胜风景，

享受自然风光，又可体验即开票的魅力与乐趣，同时也在为支

持体育彩票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尽一份力。“江山如画”旅游主

题即开票已揭开“庐山真面目”，很多还没有来得及去体验试刮

的朋友，不妨去体验一下，您所购买的每一张即开票金额中的

20%都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海南“江山如画”旅游主题即开型体育彩票上市受欢迎

项目建设单位为中国数码港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博鳌镇滨海大
道西侧,用地面积为161244.34平方米（约241.86亩）。2015年4月批
复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257578.49m2（计容建筑面
积234378.49m2）,容积率1.45，建筑密度25%，绿地率35%。现拟调
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272987.58m2（其中计容建筑面
积236987.58m2）,容积率1.46，建筑密度24.51%，绿地率3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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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至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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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sghwy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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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2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中国数码港博鳌科技园修建性

详细规划（调整）的公示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泉海鲜酒
楼改扩建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龙泉海鲜酒楼改扩建项目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属《海口市府城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A0708地块范围。本次申报项目拟建
1栋4-24层商业、住宅楼，送审方案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方案高
层建筑退让东侧用地红线距离为11.41米，退南侧用地红线距离为
11.39 米，且方案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拟补偿建筑面积
176.78m2。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
规划批前公示。一、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1月3日至2020
年1月16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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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示意见反馈方式：（一）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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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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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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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3日至2020年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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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7日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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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7日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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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31日08:00；
挂牌截止时间为：2020年2月10日10:00；
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0年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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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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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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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块若实施装配式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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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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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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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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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3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19-18号（地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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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3.82
27617.01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仓储用地

使用
年限
40年
40年
50年

容积率

R≤2.0
R≤1.5
R≤1.0

建筑
密度
≤45%
≤40%
≤50%

绿地率

≥25%
≥25%
≥25%

建筑限高

≤36米
≤24米
≤24米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98
336
995

挂牌出让
起始价(万元)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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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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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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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月2日同厄瓜多尔共和国
总统莫雷诺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厄友好

基础深厚。建交40年来，双方本着平
等互利、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
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2016
年 11月，我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
问，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各领

域交流合作加快推进。2018 年 12
月，莫雷诺总统成功访华，为中厄关系
注入新动力。我高度重视中厄关系发
展，愿同莫雷诺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
建交4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中厄关系

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莫雷诺在贺函中表示，厄中建交

40年来，两国关系一直以友好、进步
和发展为基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12月，

我有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加强了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祝愿两
国友好合作关系在未来更加巩固，为
促进各自人民福祉和国家繁荣作出
新贡献。

绿色，是美丽中国的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

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
础，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印在
脑子里、落实在行动上，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让祖国大地不断绿起
来、美起来。

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指出，要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
建设，加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沙漠、沙尘、沙化——治沙，凝结
着多少中国人的心血汗水。

从漫天飞舞的黄沙，到固沙成一
望无际的绿荫，从沙区一代又一代人
坚强守候、全民义务植树到天然林保
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再到近年
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
全国人民加快国土绿化进程，为建设
更美好的家园不懈努力。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让生态更健康

沙水相映，胡杨成林。每到秋天，
甘肃民勤县石羊河畔一带成为沙漠里
独特的景观，大批候鸟的到来更增添
了灵动气息。

这里曾经是中国北方主要的沙尘
暴策源地之一！

民勤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
段，处在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
的夹缝地带。源于祁连山冰雪融水的
石羊河是民勤的“母亲河”，滋养着这

片土地。曾经，由于上游来水减少，流
域水资源过度开发，下游生态急剧恶
化，民勤绿洲一度因水而困。

治沙，要害是治水土。为涵养流
域生态环境，民勤县在石羊河畔修建
了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以维护湿地
生物多样性和保护鸟类资源为出发
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努力
恢复湿地生态系统。目前已累计恢复
库塘及沼泽湿地4107亩，新植胡杨林
10000亩，营造以胡杨、红柳为主的生
态植物护岸带754.6亩，在湿地公园
外围缓冲区营造生态植物护岸带和外
围生物隔离带4000亩。

实现绿色发展，绿植数量要增加，
水、土、气、生物等多种要素共存的生
存环境也要更加健康。

巍巍祁连山脉，横跨青陇两省，具
有维护青藏高原生态平衡，阻止腾格
里等沙漠南侵，保障黄河和河西走廊
内陆河径流补给的重要功能。青海海
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就位于祁连山腹
地，是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区重要组
成部分。

祁连县对109家探采矿企业进行
了全部关停与恢复治理。“一些废弃的
矿区，我们进行覆坑整平，播种草种，
然后进行围栏育封，以此增强生态系
统循环能力。”县长龙永胜说，国家公
园建设为祁连县域绿色转型发展提供
了契机。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就
是要着眼全流域、全系统、全过程，从
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顽疾。”中国

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长卢琦说。
一个生态健康、环境美好的中国

稳步向前。
2015年以来，我国稳妥有序推进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各试点区分
别启动了林地清收还林、生态廊道建
设、外来物种清除、裸露山体生态治理
等工作。东北虎豹、祁连山、三江源等
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重
要保护物种种群和栖息地有所恢复。

黄沙换林海，全民推进
国土绿化进程

新年伊始，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
金霍洛旗霍洛林场被大雪覆盖，林场
工人们忙着检查上年种的李子树、苹
果树生长情况。历经3代造林人的接
续奋斗，昔日荒芜之地已然植被丰茂。

多年前林场刚成立时，全旗森林
覆盖率不到3%，沙漠不断侵蚀人们
的家园。林场第一代职工用柴草、秸
秆、树枝在流动沙丘上做成沙障，削弱
风蚀后先种沙蒿、柠条等固定流沙，再
种上杨树、柳树。第二代造林人开始
种植适合在沙地生长的樟子松。

如今，第三代造林人利用优良树
种和先进技术造林。林场负责人许广
重说，林场采取平衡根系容器育苗技
术、雨季造林技术等开展科技造林，利
用推土机、旋耕机、开沟机等平整沙
地、挖掘树坑、种植树苗，还利用无人
机预防森林病虫害和管护林场。如
今，当地森林覆盖率已达88%。

“造林实现了机械化，速度更快、
规模不断扩大。”他说。

黄沙退，绿林进。通过大规模实
施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
保护、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生
态工程，山川披上了绿装，家园变得更
加美丽。全国森林覆盖率已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 12.7%提高到目前的
22.96%，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30
多年保持“双增长”。

新科技使植树造林形式不断丰
富，效率不断提高——为了均衡“分
配”实地植树的公民，北京等一些城市
利用互联网创新义务植树的形式，人
们可登录专门网站进行预约，植树点
的面积、接待能力、当天是否可接受预
订等信息都会显示。

一个手机种树应用，让民勤县等
地荒漠化治理进程明显加速。从
2016年开始，人们通过在“蚂蚁森林”
里记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绿色出行、
在线支付水电费等低碳行动积攒“绿
色能量”，在手机里“种树”。3年来，
约5亿人通过这个手机应用相当于

“种”下了1.22亿棵真树。

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库布其沙漠腹地的一处光伏治
沙基地，178万块光伏板拼成“蓝色海
洋”，将阳光转化为电能，黄芪、黄芩等
植物在板下连片生长。

内蒙古达拉特旗能源局副局长刘

贵文说，基地建成后，近10万亩的沙
化土地得到有效防治，辐射防风固沙、
生态改善总面积近20万亩，有效遏制
库布其沙漠的扩展，对京津冀风沙源
治理起到积极作用。

“绿化治沙能减少风沙侵袭，降
低光伏项目的管护成本，光伏企业自
身也有治沙积极性。”刘贵文说，国家
电投、中广核太阳能等新能源巨头在
投资建设中，每亩专门配套3000元
治沙资金。同时，基桩能固沙，光伏
板能遮阴，也能明显改善植物生长的
环境条件。

在生态修复中，不少农牧民参
与承包了经济林养护工程，按照“谁
养护谁受益”原则进行利益分配。
同时通过沙漠旅游、光伏板保洁、物
业服务等工作，当地每年可吸纳就
业1200人。

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可
持续发展道路，让沙地焕发出新生机。

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沙葱、文冠
果、黑果枸杞等沙区特色产业成为农
民收入的增长点。新疆大力发展特色
林果业；陕西建立了以种植业、养殖
业、加工业、旅游业、新能源为主的沙
产业体系；宁夏盐池县借助400多万
亩柠条，大力发展柠条转饲加工，每年
为畜牧业提供饲草4万多吨，真正将
治沙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

不断扩大的绿色版图，标记着中
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记者胡
璐 李琳海 李云平）

最高法：

涉“校园贷”全日制在校生
可不纳入失信名单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罗沙）最高
人民法院2日发布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
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
人合法权益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人权益
影响。

意见提出，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持续加大
执行力度，及时保障胜诉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依
然是执行工作的工作重心和主线。执行工作对各
方当事人影响重大，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也要
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严格规范公正保障各方
当事人合法权益。

在严格规范纳入失信名单和限制消费措施方
面，意见明确了不得采取惩戒措施的几类情形。
其中规定，单位是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得
将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
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纳入失信名单。全日
制在校生因“校园贷”纠纷成为被执行人的，一般
不得对其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或限制消费措施。

被限制消费的个人因本人或近亲属重大疾病
就医，近亲属丧葬，以及本人执行或配合执行公
务，参加外事活动或重要考试等紧急情况亟需赴
外地，向人民法院申请暂时解除乘坐飞机、高铁限
制措施，经严格审查并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给予
其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的暂时解除期间。

意见明确规定，限制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
费学校，是指限制其子女就读超出正常收费标准
的学校，虽然是私立学校，但如果其收费未超出正
常标准，也不属于限制范围。人民法院在采取此
项措施时，应当依法严格审查，不得影响被执行人
子女正常接受教育的权利。

意见同时规定，各地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
情况，对于决定纳入失信名单或者采取限制消费
措施的被执行人，可以给予其一至三个月的宽限
期。在宽限期内，暂不发布其失信或者限制消费
信息；期限届满，被执行人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的，再发布其信息并采取相应惩戒措施。

老年人买保险难？银保监会表态：

加快老年人专属保险产品投放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李延霞）针

对社会关心的老年人难以买到合适的保险产品的
问题，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2日表示，老年人买保
险难，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保险业不应该忽视老
年人的保险市场，要加大力度发展老年人保险。

“目前保险业给老年人提供的保险产品有上
千个，但大多数产品实际上是在非老年人保险产
品的基础上，放宽了投保年龄，放宽了投保条件，
不是真正老年人专属产品。”黄洪在当日举行的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他认为，两大突出问题导致目前大多数保险
公司缺乏真正的老年人专属产品。一是对老年人
的养老、健康方面的数据积累不够。数据是保险
公司定价的基础，但保险业在这方面的基础薄弱；
二是对老年保险风险规律的研究不够。

银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负责人刘宏健表
示，目前老年人保险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无法满
足社会旺盛的保险需求。主要体现在老年人专属
的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保费相对比较贵，保
费与保障水平之间的杠杆率不高；部分身体状况
欠佳的老年人难以买到适合的产品等。

黄洪表示，不仅老年人买保险难，6岁以下儿童
买保险也很难。下一步，银保监会要在“一老一幼”
方面，增加老年人保险和幼儿保险的产品供给，制定
相应的监管规制，用监管的指挥棒来推动保险公司
进一步重视发展老年保险市场和幼儿保险市场。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近日，中
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审计署表彰全国审计机关
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审计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作出重要指

示，向全国审计机关受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工作者表示衷心的祝贺，希
望他们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习近平强调，审计机关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履职尽责，
扎实勤勉工作，在推动党中央政令畅

通、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维护财经秩
序、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审计是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
计机关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适应
新时代新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全面履行职责，坚持依法审
计，完善体制机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中央审计委员会副主任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审计委员会
副主任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全国审计机
关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

此次共表彰80个全国审计机关
先进集体、45名先进工作者。

杨晓渡、肖捷参加会见。

习近平对审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全面履行职责坚持依法审计完善体制机制

李克强赵乐际会见全国审计机关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

从一粒沙看不断扩大的中国绿色版图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
就中厄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