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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20）第6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云龙产
业园B0201-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用地，位于云龙产业园B0201-1地块，土地面积

为53165.28平方米（合79.75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年期为
50年。该宗地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地上无建筑物，地
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
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动工条件。根据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云龙产业园B0201-1 地块规划意见的函》(海高新函〔2020〕21
号)，该地块规划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

二、竞买人资格
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加本次竞买），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

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
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
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与海
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
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2821.8万元，每次加价幅
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
竞买保证金2821.8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
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索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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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时间：2020年4月16日9:00至2020年5月13日16:00（北
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5月2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5月15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20年5月15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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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大厅。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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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

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
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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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
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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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挂牌宗地用于开发建设新型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基地，作
为国家级科研机构全降解塑料自有知识产权相关技术产业化项目，建
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亩，项
目投产后1年半内达产，达产后年度产值不低于800万元/亩，平均每
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6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

（四）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
自土地成交之日起1个月内进场动工（现场施工设备不少于8台，现场
施工人员不少于100人）。自土地成交之日起12个月内实现项目生产
部分投产（产品下线，有经营收入）。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
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
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五）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六）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

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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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1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积压
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资规〔2020〕3475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
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
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
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
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
话：0898-65361223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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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2020〕3389号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福安上村民小组持《土地权属来源证
明》等相关材料向我局申请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
于海口市美兰海甸岛福安上村东侧，宗地四至为：北至横沟河；东至
横沟河；南至空地；西至碧海大道。土地总面积为36804.16平方
米，为国有农用地，拟将该宗地使用权权属确认给海口市美兰区海
甸街道福安上村民小组。

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天内，以书面形
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不
主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
认。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3日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6536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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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欧盟面临三大考验
关注全球抗疫

欧盟成员国财长会议9日晚达成协议，同意为应对欧盟国家新冠疫情实施总额为5400亿欧元的大规模救助计划。
分析人士指出，上述救助计划是欧盟团结抗疫的最新举措。当前，欧洲的疫情仍然十分严峻。疫情之下，欧盟除了

要应对眼前的防控压力，还面临着如何维护欧洲一体化、如何应对民粹主义抬头以及如何拯救经济三大考验。

疫情在欧洲暴发后的一段时
间里，欧盟在抗疫方面出现了一
些不团结、不协调的情况，比如一
些国家未与欧盟或其他成员国协
调就暂停出口相关防护设备，意
大利提出的援助请求没有得到欧
盟和其他国家响应，欧盟在协调
各国抗疫方面发挥作用不足。这
些都引发了欧洲国家对一体化前
景新的担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
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此前欧
盟应对疫情的表现对欧洲一体
化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欧盟
前期在应对疫情上反应迟缓，尽
管随着疫情扩散加大了介入力
度和协调范围，但由于领导力不
足导致难以完全适应危机应对
的“战时状态”。

他说，欧盟面临的更严重挑战
是一个矛盾结构：一边是欧盟人员、
货物的自由流动而形成的高度融合
局面，另一边却是内务、卫生方面由
成员国主导而欧盟仅发挥协调功能
的邦联合作模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丁纯
则认为，此次疫情对欧洲一体化
而言是危与机并存。欧盟内部有
放债纾困与严格财政纪律、整体
利益与个别国家利益之争，但危
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欧盟内部
权能的整合与让渡，重启和唤醒
欧盟医卫联合储备机制。疫情结
束后，各成员国是选择痛定思痛、
强化在欧盟层面的领导和协调，
还是放任欧盟权威性与团结力继
续消退，或许才是本次疫情对欧
洲一体化的影响所在。

随着疫情扩散，欧洲多国极右
党派和民族主义者试图利用疫情
大做文章。法国极右翼政党领导
人玛丽娜·勒庞要求法国关闭与意
大利的边境。法国总统马克龙则
表示反对“民族主义的自我封闭”，
认为是否关闭边境应该在欧洲范
围内决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
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认为，疫情期
间，欧洲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刺激民
粹主义势力蠢蠢欲动。

他说，过去几年民粹主义洪流

剧烈冲击欧洲，无论是在德国、法国
还是在西班牙，推崇民粹主义的政
党都在选举中有不俗表现。欧洲大
陆的民粹之风不仅触发政治版图洗
牌，加剧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更把
欧洲拖入不稳定变革期，增加一体
化难度。

崔洪建也认为，疫情对欧洲
社会的排外观念、种族歧视等民
粹思潮形成刺激，可能会促使民
粹主义势力进一步抬头，进而对
欧洲各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产生
影响。

各国为防控疫情而被迫采取的
“封城”“闭关”“停工”等措施，导致欧
盟国家大量中小企业濒临破产，申请
失业补助人数激增……法国经济部
长勒梅尔说，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堪比
1929年经济大萧条。

欧盟和各成员国已经推出多项
经济救助举措。据欧元集团主席马
里奥·森特诺介绍，9日通过的一揽
子计划包括三方面：为劳动者提供保
障、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救
助、为欧元区国家提供资助。此外，
法国和意大利已经出台多项举措稳
就业，德国和西班牙则分别出台数千

亿欧元的一揽子经济救助计划，力度
“前所未有”。

不过，欧盟也暴露出经济调控资
源不足、各成员国分歧凸显的问题。
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提议发行

“新冠债券”，以便从金融市场筹措资
金；德国、奥地利和荷兰等国坚决反
对发行这种联合债券，担心会为财政
收支不稳定的国家“埋单”。

崔洪建认为，欧洲经济去年已现
疲软迹象，疫情冲击下经济活动被迫
减少或暂停，各国还要投入巨资防
疫，会对疫后经济恢复和金融稳定带
来很大挑战。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

牙等一些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能否
稳住金融局势、避免沦为新的债务危
机发源地，需要密切关注。

丁纯认为，对本就复苏乏力的欧
盟和欧元区经济来讲，今年出现衰退
是大概率事件。为应对这一情况接
下来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帮
助企业维持生存，避免大规模倒闭潮
和失业潮；二是各国如何克服利益和
理念分歧，合力聚集资源；三是疫情
过后如何消化因疫情导致的高额债
务压力。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记者
魏建华 韩冰）

如何维护欧洲一体化

如何应对民粹主义抬头

如何拯救经济

欧盟成员国财长9日晚达成
协议，同意为应对欧洲新冠疫情
实施总额为5400亿欧元的大规
模救助计划。

欧元集团主席马里奥·森特
诺介绍，救助计划中1000亿欧
元用于欧盟委员会推出的劳动者
保障项目，向企业发放工资补贴
以尽量避免裁员。

救助计划需获得欧盟27个
成员国领导人批准，将让欧盟迄
今出台的抗疫财政措施总额升至
3.2万亿欧元，在世界经济体中
排首位。

图为马里奥·森特诺（右二）
出席欧元集团视频会议新闻发
布会。 新华社发

欧盟财长达成5400亿欧元救助计划

英国首相约翰逊
已转出重症监护室

据新华社伦敦4月9日电英国首相府发
言人9日晚证实，首相约翰逊已从重症监护
室转移到普通病房，目前还在康复早期阶段，
将继续在医院接受观察。

这名发言人说，约翰逊目前的精神状态
“非常好”。

此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约翰逊5日晚入
院，6日晚因病情恶化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

世卫组织：

新冠肺炎病亡率
估计比流感高10倍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 9日电 （记者刘
曲）世界卫生组织9日表示，新冠肺炎病亡率
估计比流感高10倍。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疫情通报会上
说，自该组织两个月前启动第一个新冠肺炎
战略准备和应对计划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
变化。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已使多国卫生系
统不堪重负，扰乱了全球经济。

他指出，新冠肺炎病亡率估计比流感高
10倍。虽然大家已经目睹了新冠病毒对发
达国家造成的危害，但它在更贫穷和更脆弱
的国家可能造成的破坏仍未完全显现。“我们
承诺尽我们所能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上
50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巴黎4月10日电（记者唐霁）
法国国防部10日发布公报说，“夏尔·戴高
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上有50名官兵确诊感
染新冠病毒，其中3名患者已被转移至法国
南部的土伦就医。

公报说，“戴高乐”号航母上近期有40人出
现感染症状，航母提前开始驶回土伦港。8日，军
方派出的一个医疗队登上“戴高乐”号，并在舰上
进行病毒检测，目前已检测出舰上50人感染。

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上共
有1760名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