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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是最好的学习，研学是最美的相
遇。近年来，在国家大力倡导推进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的指导意见下，越来越多的中
小学校将研学课程纳入教育体系。作为
教育改革的排头兵，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
口学校、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积极
响应，强调在旅行体验中通过研究性学
习，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并通过丰富多彩的研学项目，
满足各个年龄段孩子们的需求。

将教育融于自然
让知识“活”起来

研学旅行，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
要在研学中有所得、有所感，让孩子们放
下书本走出课堂，走进大自然。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附属小学海口
学校以专业化研学课程模块和研学旅行
服务团队、极具体验感的创新教学模式，
将教学融于自然，不断激发学生学习热
情，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意识及人
文情怀，助力学生实现自我变革。建校
近两年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附属小学
海口学校学生们的足迹已经踏遍了雪
山、沙漠、雨林、溶洞，研学的主题也覆盖
了艺术、技术、人文、科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校的研学
教育，生动地将自然科学、风土人情、历
史情怀融于教育当中，让书本上的知识
在研学中鲜活起来。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
让孩子们在实景体验中

全方位成长

每次研学前，学校领导班子都会进
行多次专题研讨、多方位考量，学校也会
专门召开学生行前培训会、家长沟通会，
做好研学行程的充分保障。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的研学
课程将地质、人文、历史、自然、综合体验
融为一体，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户外生
存技能，通过“路书”“任务”等趣味形式
引导学生自主探索与学习。

与此同时，在旅行中拓宽视野、丰富
知识，加强书本知识和社会资源的深度
结合，做到“研有所思，学有所获，旅有所
感，行有所成”，真正让学生体验到“生命
的能量在脚下，最好的课堂在路上”。学
校在体验式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生活技能。在
真实荒野中探索自然、寻求知识，学生们
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都成为身体和思想
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在国家课程计划中，实践学习属于必
修课程的重要部分，每位学生每学年累计
时长应达到至少两周，其形式涵盖社会调
研、社会观察、社会参与等多种形式。北
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建校近两年来，
每个学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同学们津津
乐道的一定是各式各样的实践项目。

每学期的中段，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海口学校的老师们就会设计丰富多彩的
实践周项目供同学们组队选择，有的需
要潜心研究，有的需要沟通调研，有的需
要勇敢挑战，有的需要大胆创造。每个
项目组均配有校内或校外的专业指导老
师，项目组师生比接近1：3。学生不再
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是问题的挖掘和解
决者，他们需要自行分工协作，最终通过
论文或者作品的形式展示学习成果。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更注重
学生独立思维的培养，让他们在学生时
代就学会怎么做项目，学着自己设定目
标，组织不同的板块、元素和内容，既要
有团队精神，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感所未感，准备
充分，挑战未知，体验完整做成一件事，并
开始尝试独自或组队为了一个目标去探
索、奋斗，在这个过程中积累阅历，领会独
立精神，扩大自己的舒适区，把在实践中
的修炼当成一种习惯，这就是北京大学附
属中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研学旅行的意
义，也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

北大附中、附小海口学校通过丰富多彩的研学项目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寓教于行 主题研学让知识“活”起来

行走的力量——徒步库布齐沙漠雨林徒步——探秘琼中热带雨林

“寻源”研学——溯源北京 拿云之行——勇攀四姑娘山

（策划/撰稿 董宇 图片由北大附中、附小海口学校提供）

研学案例

溯溪流，爬瀑布；攀山坡、趟泥路……唯有走过，才知道如何面
对坎坷；只有经过，才明白此行的真正目的！

2019年5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学子参加“库布齐沙漠徒步”研学
旅行。

重温北京城历史文化，见证北大少年成长足迹。 “无论是知难而退，还是迎难而上，同学们都对自己做出了最负责的选择。”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

广告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0123期）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0年1月23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南
琼山晶祥旅业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截至2019年7月31日，债权本
息折合人民币4702.1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750万元。以下人员
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
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
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受海南
省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
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1月21日止。竞买保
证金到账时间：2020年1月22日16: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0年1月22日17:00。公司地址：海口市金
贸西路15号环海大厦公寓楼二单元15B房。电话：0898-68570895，
18976211911。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68664292。委托
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
部住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关于中共海南省委党校（海南省行政学院、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新校区建设项
目室内装修工程施工招标中主要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及主要材料清单的公告

项目位于江东新区，江东大道以北、滨海路以南、东至规划路，西临现状水系。项目总建筑面积：177435平方米，其中地上118639平方
米，地下58796平方米，地下室设人防面积5988.5平方米。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近期将启动室内装修工程施工招标，现公告参与评标的15项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和15项主要材料。若由于招标时间的变化而导致基准价格发生变化，以招标文件为准。

招标人：海南省发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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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吊顶天棚（跌级）

木扶手玻璃栏板
（2#楼//1项）
石材楼地面（法国灰哑光面）
（4#楼）

成品隔断（卫生间厕板隔断）（4#楼）

电力电缆（4#楼）

薄壁不锈钢管DN15（7#楼//1项）

吊顶天棚（石膏板吊顶）

衣柜（含五金、油漆）

块料墙面

块料楼地面

墙面装饰板

墙面装饰板

室外木地板（阳台）

天棚喷刷涂料

大便器
橡胶卷材地板
20厚青石板（哑光面）
透明钢化夹胶玻璃
20厚阻燃型防腐硬木地板
绝缘电线
中砂
水泥
双绞线缆
绝缘电线
成套淋浴器 冷热水
塑料排水管
硬包材料
0.6厚木饰面板
成套灯具
三层实木复合地板

项目特征描述/规格
1.吊顶形式、吊杆规格、高度:跌级;2.龙骨材料种类、规格、中距:轻钢龙骨，主龙骨中距1200mm，副龙骨中距为
400mm；3.基层材料种类、规格:9.5mm防潮石膏板；4.面层材料品种、规格:9.5mm防潮石膏板。
1.玻璃种类:10+0.76PVB+10mm透明钢化夹胶玻璃栏板；2.包边：上1.2mm厚U型不锈钢槽、下5mm厚U型不锈
钢槽；3.立杆、间距、扶手:15mm不锈扁钢立杆1200间距、防腐硬木扶手80*30mm。
1.结合层厚度、砂浆配合比:30厚1:4干硬性水泥砂浆结合层；2.面层材料品种、规格、颜色:20厚法国灰石材（哑光
面）；3.防护层材料种类:刷石材专用防护剂；4.酸洗、打蜡要求:石材表面专用护蜡三度。
1.隔断：定制卫生间隔断；2.材料、颜色:12mm厚双面抗倍特板或蜂窝钢板，投标人自行考虑，颜色、五金件满足设
计要求；3.部位：公共卫生间。
1.名称:铜芯电力电缆；2.型号:WDZA-YJY-1*300；3.敷设方式、部位:室内桥架或管内敷设；4.电压等级(kV):1KV以内。
1.安装部位:室内；2.介质:热水；3.材质、规格:薄壁不锈钢管DN15；4.连接形式:卡压式连接；5.压力试验及吹、消
毒、冲洗设计要求:达到设计及验收规范要求。
1.吊顶形式、吊杆规格、高度:平面；2.龙骨材料种类、规格、中距:轻钢龙骨，主龙骨中距1200mm，副龙骨中距为
400mm；3.基层材料种类、规格:9.5mm防潮石膏板；4.面层材料品种、规格:9.5mm防潮石膏板。
1.台柜规格:2140*2400mm成品衣柜，详见设计图纸；2.材料种类、规格:标准间成品衣柜（含五金、油漆）。
1.10厚1:2水泥砂浆结合层；2.安装方式:浆贴；3.面层材料品种、规格、颜色:300mm*600mm墙砖,颜色符合设计
要求；4.嵌缝材料种类:专用勾缝剂檫缝。
1.结合层厚度、砂浆配合比:15厚1:2水泥砂浆结合层；2.面层材料品种、规格、颜色:150*1500mm仿木纹防滑地砖。
1.龙骨材料种类、规格、中距:L50镀锌角钢骨架，中距：满足设计要求；2.面层材料品种、规格、颜色:12mm水泥压力
板；3.涂膜防水2厚，满足设计要求。
1.基层材料种类、规格:15mm阻燃板；2.面层材料品种、规格、颜色:0.6mm木饰面板。
1.垫层材料、种类:100x100(长x宽)@300双向混凝土垫块；2.基层材料种类、规格：50x50(高x宽)@300阻燃型竹木
龙骨；3.面层材料品种、规格：20厚阻燃型竹木地板。
1.喷刷涂料部位:石膏板吊顶表面乳胶漆；2.刮腻子要求:专业腻子三遍；3.涂料品种、喷刷遍数:乳胶漆一底两面，颜
色综合考虑；4.防霉防潮：满足设计要求。
1.名称:坐式大便器；2.材质:陶瓷。
δ2.0
哑光面
10+0.76PVB+10mm

WDZC-BYJ-2.5

32.5(R)
UTP6
WDZC-BYJ-4

FRPP塑料排水管DN100

柚木
筒灯 L-01(LED 14W 3000K）
厚度15mm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
《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2-02地块局部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支持海口市自主改造项目，海口市龙华区政府向海口市政府去
函申请对海云鞋厂自主改造项目启动规划修改论证，并获海口市政府
批准同意。按照市政府批示精神及《海口市老旧住宅区自主改造试点
工作指导意见》，我局按程序启动了金牛岭片区B-2-02地块局部规划
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
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20年1月16日至3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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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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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
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
细规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
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人：符菁。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16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010-201770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澄自然资告字〔2020〕1号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
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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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二）具有
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
澄迈县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澄
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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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及时改正的。（三）竞买申请人及
申报项目须符合老城经济开发区产业规划以及准入条件（四）竞得
人须按照4亩一个招工指标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五）本次国有
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
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20年 1月22日至2020年 2月18日下

午17时前（北京时间，下同）到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土地
交易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和领
取《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
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
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2月18日下午17时前
（以实际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
申请条件的，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0年2月18日下午
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2月10日上午8:30。：（二）挂牌截

止时间：2020年 2月20日上午10:00。（三）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
午8:30至 11:30和下午14:30至 17:30（工作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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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挂牌出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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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事项：
（一）该宗地块用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已与被征

地单位签订了《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

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位。目前地上附着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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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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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二) 该宗地块生
产配套用房占地面积不超总用地面积的7%，用地内不得兴建成套
住宅、专家楼、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该项目建设符合环
保和土壤环境质量要求，项目建设鼓励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若需
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该宗地位于地
质灾害易发区，项目建设前须按规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
取措施防治地质灾害。（三）该地块安排用于标准化厂房项目使
用。项目达产时投资强度不低于4500万元/公顷（300万元/亩），
税收不低于180万元/公顷/年（12万元/亩/年）,产值不低于7500
万元/公顷/年（500万元/亩/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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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在
挂牌成交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海
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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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
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
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
10%。竞买保证金在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
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
（五）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涉及水务、绿
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设计施工的，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
关管理规定。（六）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
关规定收取。（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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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徐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 1月 16日

地块编号

27010-
201770号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
开发区北二环
路6.9公里处南
侧 地段

面积(公顷)

4.1962

使用年限

50年

用途

工业
用地

容积率

0.8≤容积
率≤1.6

建筑密度

≤50%
绿地率

≤20%
建筑高度

≤24米
建筑系数

≥30%
起始价(万元)

1715

保证金(万元)

1715

备注

地块按
现状条
件出让

关于中止文集建试（2019）-33号地块
挂牌出让活动的公告

刊登于2019年12月18日《海南日报》B06版及相关网站发
布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
集土告字[2019]第15号），拟挂牌出让的文集建试（2019）-33号
地块因故中止挂牌出让活动。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16日

关于中止文集建试（2019）-2号地块
挂牌出让活动的公告

刊登于2019年12月18日《海南日报》B06版及相关网站发布
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
告字[2019]第14号），拟挂牌出让的文集建试（2019）-2号地块因
故中止挂牌出让活动。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