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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自然资告字〔2020〕1号

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县湾岭农副产品加工园内,地
块编号为Qz-201900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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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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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当单独
申请，不接受联合体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三、本
次国有建设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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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2月28日至2020年3
月27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海口市蓝
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室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
2020年2月28日至2020年3月27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室提交书面
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3月27日17时。经审
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
年3月27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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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挂牌时间为2020年3月19日8时30分至2020年
3月30日11时。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
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二）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
竞买文件。（三）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由竞得人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
关违约责任。（四）竞买申请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与海南中部（琼中）绿
色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入园合同。（五）挂牌成交后，竞得人须当

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于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日内与海南中部
（琼中）绿色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后10日内
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出让合同约定方式
向我县财务非税收专户付清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六）竞买申请人须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内注册企业进行开发建设，注册资金不低于
300万元（含）以上，且项目规划须符合海南中部（琼中）绿色产业园
区的总体要求，同时确保地块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150万元/亩，年
度产值指标不低于2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不低于10万元/亩，解
决地方就业不低于1人/亩。（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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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符合出
让条件。（八）本次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
所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担。（九）开发建设期限：竞得人须在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二年内完成项目开发建
设。（十）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受
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十一）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
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十二）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查询
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www.zw.hainan.gov.
cn/ggzy/；http://lr.hainan.gov.cn。九、咨询方式：咨询电话：
0898-86225309 68551218；联系人：李先生 林小姐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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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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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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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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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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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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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米

投资强度
（万元/亩）

≥150

起始价
（万元）

484

保证金
（万元）

484

加价幅度
（万元）

2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华商苑项目装
配式建筑面积补偿及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华商苑项目位于龙昆南路东侧，现建设单位申请装配式建筑面
积补偿及方案变更。根据海住建施[2019]466 号批准增加面积
313.15平方米，同时建设单位申请结合施工图审、人防和装配式建筑
实施方案要求对地下室及平立剖面进行微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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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至3月12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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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因我公司海口西海岸项目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
一、销售经理1名
岗位要求：
1、35岁以下，专科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从事高端房地产营

销管理经验,有良好的楼盘销售管理能力；
2、对市场的敏锐性强，有策划思维；
3、工作充满热情，抗压能力强，具备创新意识；
4、有营销策划经验的优先；
5、团队意识强，管理能力突出，敢于挑战不可能，执行力强。
二、销售主管1名
岗位要求：
1、专科以上学历，20-30岁，有过三年以上大型房地产楼盘

案场销售经验；

2、热爱销售工作，组织能力强，善于与客户沟通，乐于接受挑
战，追求高奖金收入；

3、具有较强的业务拓展能力，能吃苦耐劳，能承受较大的工
作压力。

三、置业顾问3名
岗位要求：
1、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了解海南及海口西海岸房地产市场；
2、在其他地产公司有过一年以上的案场置业顾问经验；
3、热爱海南房地产行业，有激情有梦想；
4、普通话标准，五官端正，限未婚、30岁以下。
以上职位薪资待遇面议。
请将简历发至13368988889@qq.com邮箱，合则约见。

海口迪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招聘启事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观
澜湖国际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修编》

《海口观澜湖国际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编》（含城市设计）公示启事
为落实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战略部署，

加快推进海口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努力将海口观澜湖片区打造成为国
际旅游度假区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承载地。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
我局组织编制了《海口观澜湖国际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修编》《海口观澜湖
国际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含城市设计），目前已形成阶段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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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2020年2月28日至3月28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官网（http://zzgj.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
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ghjczc@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更新规划科，地址：
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9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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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孙发毅、陈益飞；咨询电话：68724367、68724385 。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28日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南合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
和 营 业 执 照 ，证 件 编 号 ：
91460000MA5TDCRAXR，声明
作废。
▲符志全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104198912131816，特 此 声
明。
▲海南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票
号为:01057622，金额：14500.00
元；特此声明。
▲海南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票
号为：01057624，金额：7900.00
元；特此声明。
▲海南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票
号为：01057623，金额：9800.00
元；特此声明。
▲ 陈 云 霞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04199503075648，特 此 声
明。
▲洋浦明福批发商行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翡翠名苑小区业主委员会筹备
组章（编号 46900100003658）因
业主委员会成立不再使用，特此声
明。

关于八灶社区八灶村居民小组

组长、副组长选举结果公告
2020年1月21日，八灶社区八灶
村居民小组组长、副组长采取由八
灶村居民代表直接投票方式进行
选举，共产生组长1名，副组长2
名，名单在八灶村八灶庙前进行公
布。特此公告

八灶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0年2月28日

寻尸启示
2020年1月25日，在秀英时代广
场肯德基汽车穿梭餐厅的过道处，
发现一名男性死者，由于其没有携
带有效证件，无法确定其详细信
息。死者男，年龄70岁左右，短
发，上身穿浅蓝色长袖T恤，下身
穿灰色西裤，脚穿黑色皮鞋。有知
道死者身份信息者请速与海南省
公安厅港航公安局海口港港区派
出所联系。联系民警：陈警官
（68623523，1363753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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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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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海南东蓠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于2020年2月26日）遗失
原公章、财务专用章和合同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金美特石油化工(海南)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住房保障
与房产管理局不慎遗失人民银行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号 码 ：
G3046902900712950H，声明作
废。
▲海南鲜而惠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曾良琼不慎遗失三亚恒大美丽
之冠产权式酒店无理由退房承诺
书一张，房号为：D幢1310房，声
明作废。
▲徐霆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
海花岛认购书及收据。楼盘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房号：商
铺 2-306-101，认购书编号：
6001579， 收 据 编 号 ：
HHD5212933，金额为：99488
元；特此声明作废。

尸体认领启事
定安9，无名氏，男，

44岁。2015 年 8月 27
日因精神异常，由定安
县龙门镇派出所送入海
南博德精神病医院住院

治疗。今年1月1日因多种躯体疾
病，经与定安民政局联系同意，将其
转到儋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因病
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2月24日
11时35分宣告临床死亡。患者死
亡后尸体已运至海口市殡仪馆，从
登报之日起30日内，望其家属到定
安民政局办理认领手续，逾期按无
主尸处理。联系电话：0898-
63822775、0898-65778169

海南博德精神病医院
2020年2月27日

变更公告
我局于2020年2月27日在《海南日报》刊登（2020）第

1号关于我市美安科技新城B0613-2地块挂牌出让公
告。现将公告中第六项第一点的“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

价款”变更为“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缴
纳土地出让金”，其他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