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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0年4月7日 星期二A11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长秀片区（A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D10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南陆侨集团有限公司、海南金中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来文申

请对仁恒海棠公园二期项目所在的地块进行控规修改。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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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方法》动
态维护情形，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局按程序启动了长秀片区D10
地块规划修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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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至5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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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24377，联系人：王雅。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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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2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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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具
有完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
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
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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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20年4月
17日至2020年5月6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
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
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5月6日17时
（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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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6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4
月28日8时30分至2020年5月8日11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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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8日1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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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
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
与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
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根据文自然资规指[2019]
145号文，该宗地属商业设施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
筑风貌，并报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
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
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

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
任。（四）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拟出让地块建设项
目产业类别等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300
万/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照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土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农业农村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五）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
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
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
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
须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
（七）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
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八）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
配式建设，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
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黄女士、杨先生、欧阳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8529777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lr.hainan.gov.cn/ http://zw.hainan.gov.cn/ggzy/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7日

出让人
文昌市龙楼镇红
海村民委员会好

圣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

33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龙楼镇
钻石大道南侧
好圣村地段

面积(平方米)
361.64平方
米（折合
0.542亩）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
（商业设
施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
40%，绿地率≥25%，建筑

限高≤15米/4层

挂牌起始价
66.7226万元
（1845元/平

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66.7226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分两次对4G网络系

统进行优化。届时，手机VOLTE(高清语音)及4G上网业务

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具体优化时间如下：

◆第一次：2020年4月10日0:00－6:00；

◆第二次：2020年4月14日0:00－6:00；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年四月七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将

“海口美安污水处理厂（一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第二次公示内容”的有关事项向公众公告如下：

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Pt6pSYpwdv5jf6b1TNkRA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联系海口永卓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3.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海口永卓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116-8号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0898-66269665

邮箱：hksswjtxmb@163.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是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相关公众可发表与本项目

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9V0aS9rfR9ZyfO

XNE9fyLg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打电话、写信、电子邮件、填写公众

意见表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建设单位：海口永卓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20年4月7日

海口美安污水处理厂（一期）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二次公示

23日止）,约6700株沉香，树径约

10－30公分不等。参考价：400

元/株，竞买保证金：20万元。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4月14

日17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 4月 14

日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

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3号森堡

大厦八楼。

电话：66531951

关于发布《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公开征选

中介机构公告》的

通知
海南产权交易所已于2020年4月

6日在海南日报A06版发布了《海

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混合所有

制改革项目公开征选中介机构公

告》，公告期截止至2020年4月20

日，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

网www.hncq.cn查询。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4月7日

供 求

▲海南华天众智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纳税识别号91460000394291
399W）不慎遗失财务章一枚,声
明作废。
▲ 林 秋 梅 （ 身 份 证 ：
440281198810230025）不慎遗失
户口准予迁入证明，证号：琼准字
00378999，签发日期 2017 年 04
月21日，声明作废。
▲儋州那大方记百货商行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04000028884，声明作废。
▲李晶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0栋1109号房的1张交房收款
流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
NO:0002997、金额：7523元），现
声明作废。
▲李明芳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8栋1703号房的1张儋州福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
原件（编号0001695、金额:10000
元）,现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00417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4月17

日9:3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

拍 卖 平 台 （https://paimai.

caa123.org.cn）公开拍卖三亚市河

东区榆亚路华鑫达豪庭24套住宅

房产，限购，过户税费各自承担，面

积34-100m2不等，均价1.32万/

m2，标的清单请关注我司微信公众

号“海南通宝拍卖”获取。竞买保

证金20万/套，4月15日16:00（到

账为准）截止缴纳，即日现场预

展。公司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龙

珠大厦第四层B座。电话：0898-

66723114 13036099114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0年4月15日上午

10时在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

卖：位于海口市海榆中线27公里

处东侧马前坡上种植的约100亩

沉香树 100%权益（合作期限自

2014年2月16日至202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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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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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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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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办公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出租，
电话：13876086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