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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0219期）

受委托，定于2020年3月5日10：00通过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
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采用网络竞价的方式
按现状净价进行公开拍卖：仓储、分拣物流设备一批（详见清单）。

参考价：56.9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展示时间：3月 3日至4日。展示地点：海口市南海大道174

号。报名及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3月
4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账户（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
部），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68515206 15607579889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亚特兰蒂
斯花园（一期）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亚特兰蒂斯花园项目位于琼山大道西侧，属《海口市江东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E1401、1402地块范围。现建设单位申请户型调整，将部分
超大户型调整分户。经审查，该变更方案符合规划相关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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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
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2月19日至3月03日）。2、公示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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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19日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20〕2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20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
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目
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管
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挂牌出让海棠湾B1片区控规JZ-B-0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事项的批
复》（三府函〔2020〕104号），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海棠湾B1片区控规JZ-B-01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4142.00平方

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4140.09平方米），用地规划性质为供应设施用地（用地代码：U1），对应土地用途为公用设施用地。用地四至及界址坐
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2019年11月10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于海棠湾B1片区控规JZ-B-01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
控规JZ-B-01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
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海棠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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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有资质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并经我局土地评估报告备
案委员会备案，控规JZ-B-01地块土地评估单价为1310元/m2（折合
87.33万元/亩），评估总价为542.6020万元。同时，因该宗地在办理农
转用及土地征收手续时，不涉及农用地转用问题，因此不涉及耕地开
垦费、耕地占用税、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综上，以543万元
作为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海棠湾
B1片区控规JZ-B-01地块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规划
性质为供应设施用地（用地代码：U1），拟用于建设能源公用设施项目，
因此该宗地不设出让控制指标。

（二）开发建设要求：1. 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后5个工作日内与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
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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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
及时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
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
地使用权。3. 该宗地项目建设须严格按省、市装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
求执行。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片区产业规划发展
的要求，该宗地拟建设能源供应设施项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为
《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且具有能源类项目的开发建设或运营管
理经验。同时，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应严格按照规划的相关要求进行开发建设。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
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初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
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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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
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26万元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竞
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

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后，竞买人缴
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同时，竞得人须按《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一次性支付土地出让金，应
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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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20年 2 月19日至2020年 3月 18 日到
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
《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
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 3 月 18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
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0
年 3 月 18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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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挂牌时间为：
2020年 3 月 10日09时00分至2020年 3 月 20日16时0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
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
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
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
确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
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含耕地占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
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室

——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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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计

控规
编号

JZ-B-01

土地面积
（m2）

4142.00

4142.00

用地规
划性质

供应设施用地
（用地代码：U1）

土地
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使用年限
（年）

40

容积率

≤0.58
建筑高度（m）

≤18
建筑密度（%）

≤58
绿地率（%）

≥35

评估单价
（元/m2）

1310

评估总价
（万元）

542.6020

542.6020

规划指标 延期公告
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延期挂牌出让在2020

年 1月 17 日《海南日报》B06 版上刊登的编号为 27010-

201938-1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澄自然资告字

〔2020〕2号公告）。竞买报名截止时间延期至2020年3月16

日下午17时，竞买资格确认时间顺延至2020年3月16日下

午17时30分，挂牌截止时间顺延至2020年3月18日上午10

时，其他挂牌条件不变。

特此公告。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19日

请尽快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函
武汉港基策划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贵公司与本人翟淑萍此前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贵司也已受让本人所持目标公司股权。但贵公司时至今日并未依约
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尚有一笔1700万股权转让款未向本人支付。

自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本人曾多次要求贵司及相关方履行
合同义务，依约支付上述款项，但贵司均以种种理由推脱至今。本
人现再次致函贵公司，请贵公司于2020年2月25日之前将所欠
股权转让款一次性解付付清。如贵公司到期仍不能全额支付，本人
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届时一并追究贵公司逾期支
付的违约责任和因贵公司的不当行为给我本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特此函告。
翟淑萍

2020年2月1日

典 当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公 告

▲儋州盛源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座落于儋州市和庆镇美扶管区
土地使用权证，证号:儋国用
（2007）第1491号，特此声明。
▲李玉桂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819700310132X，特此声明。

遗 失

公告
海南山水一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周雪琴与你公司
劳动争议一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634号），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
电话:0898-66751119，逾期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0
年3月27日下午3点整在本委仲裁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2月18日

注销公告
三亚圆缘圣达旅游景区管理有限
公司（代码:914602005679513762）
拟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
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商业信息

招租公告
“ 海 秀 东 路 40 号 毕 伦 印 刷 厂

1108.4平方米二层住宅楼（二次招

标）”，有意者请联系！

陈工18289679291

海南中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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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售假劣口罩，利用口罩诈骗、传销……

严厉打击！顶格处罚！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的发布
会上提出，全面部署打击整治非法制
售口罩等防护用品违法行为，对于涉
及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要顶格处罚。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丁
祎介绍，按照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如果销售的口罩属于医用卫生材
料范畴，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
情等灾害期间，生产、销售不符合国
家、行业相关标准的医用卫生材料，
不具有防护、救治功能，足以严重危

害人体健康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
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依法从重处
罚，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上海中浩律师事务所律师龚清
华表示，口罩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物
资，制售伪劣产品、哄抬物价都是趁
火打劫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公
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强抽查、打
击力度，各类贴吧、论坛、社交平台、
电商平台都应加强对内容和平台商

户的管理与督查，发现存在制假售
假、诈骗等行为的，立即产品下架、账
户封号、及时报警。

由于疫情的严峻形势以及复工
后的广泛需求，口罩在一段时期内仍
会比较紧俏。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
队食药环侦支队大队长陆琦建议，购
买口罩应通过正规渠道，比如实体药
店、大型超市以及正规电商平台购
买，并看清口罩的型号、效用、生产日
期等关键信息，同时避免囤积口罩，

按需购买，节约使用。
据了解，随着口罩生产企业复工

和一些企业转型生产，口罩产能正逐
步恢复，供给紧张状况将逐步缓解。
2月1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
会上国家发改委介绍，截至2月11
日，全国口罩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
94%；一线防控急需的医用N95口
罩，产能利用率已达到128%。

（新华社上海2月18日电 记者
朱翃 熊丰 周琳）

严查！对制售假冒伪劣口罩顶格处罚

“微商在卖口罩，搞旅游的、做金
融的、美容美发的都在卖口罩，就是
药店、超市、医疗供应商都断货。”不
少网友调侃。据一位从事海外代购
的店主介绍，疫情发生后，一些国家
的口罩资源也日益吃紧，“即便有现
货的，老客户都供不应求，不可能到
社交平台招揽客户。”

记者调查发现，“朋友圈口罩”
“微商口罩”基本套路几乎一样：声称
有厂商或者供应商渠道，订单量大，
特殊时期物流不能保证，下单不退
……

据调查，有的不法分子就是实施

诈骗。2月8日，浙江绍兴市上虞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例防疫物资网络
诈骗案。被告人倪某利用网络截图
的口罩图片，以1.5元到15元的价格
在朋友圈卖口罩，等对方通过微信或
支付宝付款后，立即将对方拉黑。3
天时间内，倪某诈骗6人，骗取1.3万
余元。

还有一些没有口罩的微商则通
过拖延、打时间差牟利。外企员工李
佳因为复工在即找朋友买口罩。“花
了1500元买300个，本来说三五天
就能到货，结果说运输限制，十来天
了还没见到口罩。”李佳说。一位微

商向记者透露，这是一种最“安全”的
套路：先把资金聚在手里，然后各种
借口拖延，等口罩量足价优时再大量
采购发货牟利。

更有甚者将口罩生意做成了“传
销”：卖家利用巨大的起订量和拼单
模式，吸引有需求者转发扩散信息，
寻找买家。以“口罩一万个起订”为
例，如果有人只买500个，就需要再
找“下线”拼单，有的人在发展“下线”
过程中还层层加价。大量现金集中
到源头卖家手中，一旦卖家跑路，“下
线”们就会口罩、钱财两空。

办案民警介绍，在一些案件中，

有的不法分子低价购进假冒伪劣口
罩高价出售。有的收购过期口罩，改
头换面高价销售；有的没有生产许可
和生产条件，生产假劣口罩，打着“医
用”“外科”口罩名义销售，有的还假
冒名牌口罩。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查
处的一起案件中，某网店销售的
6000多盒口罩都是无合格证明、生
产日期、批号的“三无产品”，不法分
子将 2016 年的医用防护口罩标准

“检验报告单”伪造成2019年的，进
价每盒10元至15元的口罩，以88元
和99元的价格出售。

“朋友圈口罩”满满都是套路

2月1日，上海的陆女士到浦东公
安分局王港派出所报案，称其通过某
贴吧找到一名卖口罩的商家，预付了
10.7万元购买口罩，商家要求陆女士
自行前往扬州提货。陆女士赶到扬州
却无法找到提货地点，无奈报警。5
日，犯罪嫌疑人黄某某被警方抓获，经
查，其涉案总案值共28万余元。

据了解，22岁的黄某某是某娱乐
公司旗下艺人，据他交代，自己根本
没有口罩可供出售，就是为了骗取钱
财。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破获的
另一起涉口罩诈骗案中，一男子自称
有私人飞机可以从国外运回口罩，有
爱心人士预付了16万元购买口罩打
算捐给疫情严重地区。经查，预付款
被该男子用于奢侈消费，而口罩根本
不存在。

办案民警表示，相比此类假借口
罩进行网络诈骗的谋财之举，疫情防
控期间制售假劣口罩性质更为恶劣，
不仅谋财，还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

湖北省公安厅日前公布多起疫

情期间制售假冒伪劣防护物资典型
案件。武汉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在
没有经营医疗器械资质情况下，从湖
北省某市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低价购
进大量伪劣口罩、防护服，在微信群
销售给爱心捐赠者牟取暴利，共计销
售口罩250余万个、防护服35万件，
非法获利113万余元。目前警方已
将嫌疑人全部抓获。

黑龙江哈尔滨公安机关查获假劣
口罩30余万只，重庆、安徽、山东等地
联合侦破一起案件，查扣口罩20余万

只，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侦破一起
案件缴获假冒名牌口罩10余万只。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上海目前共立案疫情物资相关
案件百余件，“涉及口罩的案件占八
成左右，包括涉嫌生产不合格口罩、
篡改生产日期、哄抬物价、三无产品、
侵犯商标注册权等各类违法行为。”
这些假劣口罩存在材质低劣、生产工
艺不合格、篡改生产日期等问题，非
但不能保护消费者，反而有可能让佩
戴者陷于感染风险中。

“既假卖也卖假” 各地查处多起涉口罩类案件

“N95 口罩我有渠道，
4.5元一个，一万个起订，恕
不还价”“专业医用口罩海外
渠道代购，3天到货”“口罩企
业复工，老总是我朋友，挤出
一批口罩现货发售，先到先
得”……最近，朋友圈里、网
络上出现了大量类似的卖口
罩信息。疫情当前，口罩成
了必需品。通过这些渠道真
的能买到口罩吗？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口罩
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利用口
罩实施网络诈骗，有的制售
假劣口罩，还有人将口罩生
意做成了传销。据公安部食
品药品犯罪侦查局介绍，截
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侦办
涉疫情制售伪劣产品、假劣
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
料案件420多起，查扣涉案
口罩2300余万只。

目前还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往返客流已逐
渐增多。乘客乘坐飞机时如何避免感染？记者日
前采访了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医学中心航空医学
研究所副所长祁妍敏。

祁妍敏说，飞机在设计时已考虑了运行过程中
的通风要求。通常情况下飞机客舱每2至3分钟置
换一次空气，每小时置换20至30次，并都配有高效
过滤器（HEPA）。客舱内空气流动方向基本上是垂
直的，沿机身纵向的空气流动很小，最大程度保证了
机舱内空气的洁净与清新，让病原微生物通常情况
下不会通过飞机空调系统而在机舱内扩散。

飞机的“垂直通风系统”，使空气上下流动，而
非前后流动；HEPA的高效空气滤过功能，有效
过滤病毒颗粒，大大降低了病毒在飞机上扩散蔓
延的可能。

在疫情防控期间，祁妍敏建议：旅客应做到全
程佩戴口罩，建议随身携带含酒精的消毒湿巾或
棉片，以便随时清洁双手和可能触碰到的地方。
全程尽量避免双手触摸眼睛、鼻子或嘴巴。

乘机时，尽量不在机舱内来回走动。在条件
允许时，尽量和其他旅客分散坐、隔出空位，以避
免直接接触患者或吸入其咳出的飞沫。

登机后，尽量避免接触小桌板、窗户、座椅扶
手等公共用品，可以先用含酒精消毒湿巾或棉片
擦拭后再使用。

短途飞行过程中，尽量不进食，减少饮水，尽
量不使用厕所。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特殊时期，
乘客如何安心乘坐飞机？

雷神山医院首批
两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出院

2月18日，在武汉雷神山医院，36岁的新冠
肺炎患者王先生在出院前与医护人员挥手告别。

当日，武汉雷神山医院首批两名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出院。据了解，两名出院患者是今年83
岁的袁婆婆和36岁的王先生，他们将回到社区
接受14天医学观察，并由医护人员进行密切观
察和追踪。 新华社发（高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