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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乐自然资公告﹝2020﹞17号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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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只能单独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竞买人可以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或在乐东黎
族自治县行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金的除
外。为保证项目能按时完成开发建设，竞买人自有资金必须不低于2
亿元人民币（以本次挂牌出让公告发布后，竞买人同一开户银行账户
出具的竞买人的存款余额证明为准）。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
2020年5月26日至2020年6月12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获取《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5月29日至
2020年6月15日上午11时00分止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6月15日11时00分（以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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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17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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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块挂牌时间分别为:乐新储2019-3号:
2020年6月7日9 时至2020年6月17日10时。七、其他需要公告的
事项：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双
方的印花税由竞得者缴纳），其他税费按规定缴交。3、按照《关于印发<
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
号）有关规定，此宗地块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中工业用地，投资强度指标为
25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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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
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
产业主管部门乐东黎族自治县商务招商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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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宗地块土地权属清晰，征地补
偿安置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全部补偿完毕，无法律经济纠纷、符合净
地出让条件，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
可以进场施工的土地条件。5、该宗地块若需要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
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6、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
口头申请。7、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文件。8、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
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
hainan.gov.cn、http://ledong.hainan.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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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联 系 人：林先生 联
系电话：0898-85531814 65303602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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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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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限高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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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价（万元）

3300

序号

1
现场征收编号

I115-207-1
被征收人

洪玉娟

房屋地址

道客一巷132号

应缴纳的购房款数额

405245.00元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 2020年5月18日

洪玉娟：
我府已对你作出了《拟撤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征收项目集中购买住房协议》的通知，由于无法联系你进行
送达，现将该通知予以公告送达。你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日内到
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领取该通知。逾期未领
取的，则视为送达。

你已与海口市琼山区征收局就你位于道客一巷132号的房屋（征
收编号为：I115-207-1）签订了《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征收项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货币协议》）和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征收项目集中购买住
房协议》（以下简称《购房协议》），我府依约足额向你支付了征收补偿
款，但你至今未向我府支付购房款，你的行为已构成严重的违约行为，
我府依法可以撤销与你签订的《购房协议》，限你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部分购房款 405245.00元汇入海口市琼山区征收局账
户，并函复我府，如你逾期不予履行，届时我府将依法撤销与你签订的

《购房协议》。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路356号，联系电话：13208928980
海口市琼山区征收局账户信息：
开户名：海口市琼山区征收局
开户行：建行海口住房城建支行
账号：46050100263600000090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关于
拟撤销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征收项目集
中购买住房协议》的送达公告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6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登记公告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法对国信（海南）龙沐湾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作出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
书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国信（海南）龙沐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等3家公司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根据《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
和处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现直接公告注销佛罗国用
（2012）第06号等6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和土地权利证
书（详见列表），自公告之日起满15个工作日生效。特此公告。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土地权利人
国信（海南）龙沐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信（海南）龙沐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信（海南）龙沐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信（海南）龙沐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蓝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海
南真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祁东县第三安装公司（现衡阳
保丰建筑有限公司）

土地位置
乐东县佛罗镇龙沐湾
乐东县佛罗镇龙沐湾
乐东县佛罗镇龙沐湾
乐东县佛罗镇龙沐湾

尖峰林业局内

乐东县尖峰镇岭头村

面积（平方米）
326683
500025
533360
666666.67

26666.8

33333.50

土地证号
佛罗国用（2012）第06号
佛罗国用（2012）第07号
佛罗国用（2012）第08号
佛罗国用（2012）第09号

尖峰国用（94）字第637号

尖峰国用（99）字第69号

淘宝网司法拍
卖详情二维码

万宁市区现房现证整栋出卖
万宁市万城镇万州大道繁华地段沿街商住楼一栋（总层高9

层，建筑面积3503.2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708.34平方米，
框架，毛坯，商住出让地，1层可做商铺、2- 9层可做商业、酒店
办公写字楼、住宅），前有约400m2停车场，靠近万宁汽车站和海
南环线高速万宁北互通，近万宁火车站，地理位置佳，现司法变
卖,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直接竞买,成交后法院直接协助过户！
3232元/ m2，低价变卖！后期可分证处理！商
业前景好!

关注网址: https://sf- item.taobao.com/
sf_item/615418845604.htm?spm=a213w.739
8504.paiList.3.23235b9c9jPRxy

联系电话：0898- 88683600/18189829039
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海南东方招金矿业有限公司东方市不磨金矿区（探、采整合）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网链接：http://hnsthb.hainan.gov.cn:
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东
方市感城镇不磨村东10公里处；时间：2020.5.13~5.26。二、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征求以 1 号2 号回风竖井、5 号6 号竖井为中心边长为
5km的矩形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 链 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
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方式并提
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东方招金矿业有限公司；邮箱：
3385739997@qq.com；通讯地址：东方市感城镇不磨村东10公里处；
电话：0898-25820989。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5.13~5.26。

东方市不磨金矿区（探、采整合）项目环评公示

关于尽快办理采矿权出让手续的通知
湖北象帝矿业有限公司：

你司通过竞拍取得我县九所镇抱浅村建筑用花岗

岩石料采矿权，为推进采矿权出让工作，现通知如下：

你司应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到

我局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并配合做好后续的采矿

权价款支付、采矿权登记各项手续的办理。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5月8日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感受那山那水
3月，重访浙江安吉余村、考察西溪湿地。
4月，走进秦岭深处，察看生态保护情况。
5月，在汾河岸边了解流域综合治理成果。
短短一个半月里，习近平总书记三赴地方考察，

生态环保主题贯穿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山山水水
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情怀。

12日中午，山西太原。
山西皮划艇队的队员们，在波

光粼粼的汾河上奋力挥楫。水面
上划过一道道清亮的涟漪。

说起汾河，教练金刚很激动：
“我们是汾河生态环境修复的最大
受益者。”

山西皮划艇队成立于 2013
年。这个内陆省份的水上运动队，
一直以来就没有自己的水上运动
场所。综合治理之前的汾河，水量
少水质差。

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孕育
了灿烂的三晋文化。然而，长期过
度利用和污染曾经让这条山西的
母亲河“有水皆污”，太原市的9条
支流成为黑臭水体，沿河市民苦不
堪言。

无奈之下，前几年金刚和队员
们只能去南方训练。

转机出现在2017年。这年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明
确指出一定要高度重视汾河的生
态环境保护，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
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
起来。

当地下定决心，要把汾河建成
山水相依、溪水长流、林泉相伴、湖
光山色的三晋幸福河。

“我们加大生态应急补水力
度，实施流域节水行动，进行地
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开展违
法排污大整治……”说起汾河治
理，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耳东有说不完的

话，“再也不能让母亲河奄奄一
息了！”

控污、增湿、清淤、绿岸、调水
“五策并举”，终于唤醒了山西人心
中那条曾经的母亲河。今年2月，
汾河流域国考断面首次全部达到
地表水五类及以上水质。鸟类从
最初常见的四五种增加至156种。

“晋野雨初足，汾河波亦清”的秀美
风光重现。

金刚和队员们终于能回家乡
训练了。

“我们这个赛道的条件在全国
都是数一数二的！”他说，去年的第
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皮划艇、赛
艇等水上项目都是在这片水域赛
道进行的。

距上一次考察三年后，总书记
再一次来到山西。这次，总书记从
文化传承的高度点明保护好“山西
的母亲河”的深刻意义——“治理
汾河，不仅关系山西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也关系太原乃至山西
历史文化传承。”

一条恢复活力的汾河，也将成
为三晋文化的重要传承。太原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邵社教
说，在一、二、三期治理工程结束
后，汾河对防洪排涝、调节气温、
增加湿度、水体净化、恢复生物多
样性起到明显作用。眼下，10公
里的四期工程正在抓紧推进。“我
们将落实好总书记的嘱托，让山西
人的母亲河变得更美，让群众有更
多幸福感。”

山是水之源，山水两相依。习
近平总书记上个月赴秦岭考察生
态保护情况时，一语道破秦岭重要
的生态和文化价值——秦岭和合
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
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
的重要象征。

厚重的话语，明确的要求。
西安市鄠邑区决定召开一次秦岭
北麓违建警示教育暨领导干部任
前集体谈话会。黄柏峪的建筑石
料矿治理现场，就是警示教育的

“课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就查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
违建别墅问题、加强秦岭生态保护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18年7月，
由党中央督办的违建别墅专项整
治行动依法拆除1100多栋违建别
墅，依法没收9栋，立案调查多名违
法违纪干部。当时的违建别墅“重

灾区”之一正是鄠邑区。
“我郑重作出如下承诺，对党

忠诚、干净干事、勇于担当，时刻保
持攻坚克难的拼劲和奋勇争先的
闯劲。”鄠邑区委党校党委书记、常
务副校长桂肃清代表新任职干部
宣读承诺书，大家立志当好秦岭生
态卫士。

违建别墅拆除后，原来依山而
建的连片别墅不见踪影，过去被挖
开的山体也看不到裸露的黄土，成
片的杨树、松树郁郁葱葱，没有别
墅遮挡，一眼就能望到秦岭山脚。
针对乱搭乱建、乱砍乱伐、乱采乱
挖、乱排乱放、乱捕乱猎等的整治
工作也取得阶段性成效。

自3月7日复工以来，鄠邑区
秦岭保护和综合执法局按照时间
节点倒排工期，抓紧推进边坡治理
进度，坚决做到整治到位不留尾
巴、修复到位不留空白、保护到位

不留缝隙。
青山伫立，果园环绕，秦岭山

脚下的鄠邑区白龙沟村一派田园
风光。村里坡地上的12栋别墅已
经拆除，复耕后的5亩多地上开出
金灿灿的油菜花。

67岁的村民李树林没事时就
来这片地看看，现在的景象，让他
感到分外舒心。“去年村里给这片
地上了不少肥料，希望这地能早日
恢复，像别的地一样精神起来！”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
西考察时的这句话让李树林深有
感触。

李树林说，这两年靠着秦岭的
山水，村里人发展果园，做得好的人
家每年每亩地收入能上万元。秦岭
风光、田园景色，还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游玩。水果采摘、乡村旅游，正
在成为白龙沟村致富新路子。

“湿地贵在原生态，原生态是旅
游的资本，发展旅游不能牺牲生态
环境，不能搞过度商业化开发，不能
搞一些影响生态环境的建筑，更不
能搞私人会所，让公园成为人民群
众共享的绿色空间。”3月31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
地公园考察时指出。

作为杭州市第一批“复工”的景
区之一，西溪湿地重新开放后，线上
预约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36岁的蒋晨杰是景区的一名
观光电瓶车驾驶员，从小就在这里
长大，亲眼目睹了湿地的衰败和新
生。他回忆说，小时候这里水网密
布，村民们过着以桥为路、以船为
马、以水为田的生活。

西溪湿地是杭州这座城市的灵
秀之源、文化之基。一段时期以来，
高楼纷纷拔地而起，房地产商最多

时有60多家。再加上当地居民填
塘建屋、圈地养殖等影响，湿地环境
恶化，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受损，
水质跌至劣五类。

17年前，杭州启动西溪湿地综
合保护工程，采取了外迁农居、恢复
湿地生态、挖掘历史遗留等一系列
举措，西溪湿地保护区旅游专项规
划也浮出水面。西溪湿地保护区域
内的村民实行撤村建居并全部外迁
安置，涉及人数13000多人。蒋晨
杰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春夏之交，西溪湿地开
园。15年后，水更清、景更美的西
溪湿地更呈现出一份原汁原味的

“野趣”。
开电瓶车时，蒋晨杰喜欢向游

客介绍自己的家乡。“现在湿地里的
芦苇荡、树木、水塘，和我记忆中小
时候的几乎一样。”他对这一点最满

意，“我的老家已经不是那个又脏又
乱的小村庄，而是西溪湿地的核心
景区了！”

如今的西溪湿地，不仅是芦汀
沙溆、河汊纵横的绿色瑰宝，还成
为杭州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民俗
文化和物产特色商店受到人们青
睐，以西溪湿地为中心的大西溪经
济圈、文化圈和生活圈正在形成，
湿地公园正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
绿色空间。

“我们要继续坚持把生态保
护放在第一位，让这片得天独厚
的城市湿地原生态地留存。”杭
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党委书记、主任何蕾说，要发挥
西溪湿地生态资源的优势，让更
多游客、市民能够亲近自然，享受
生态之美。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善待我们的母亲河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就美出台出口管制新规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商务部网站17日

发布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出台出口管制
新规应询发表谈话。

针对有记者问：美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5月
15日针对华为公司出台出口管制新规，请问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中方注意
到美方发布的针对华为公司的出口管制新规。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动用国家力
量，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出口管制等措
施，对他国特定企业持续打压、遏制，是对市场
原则和公平竞争的破坏，是对国际经贸基本规则
的无视，更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严重威
胁。这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损害美国企业利益，
也损害其他国家企业的利益。中方敦促美方立
即停止错误做法，为企业开展正常的贸易与合作
创造条件。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
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我国开通5G基站超20万个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高亢 张辛
欣）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17日表示，我
国5G商用加快推进，目前已开通5G基站超过20
万个。

据中国移动副总经理高同庆介绍，截至4月
底，中国移动全国基站总数达462万个，其中4G
基站315万个，5G基站近14万个，年底规模将超
30万个。

“在5G基础设施方面，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
正式签署了5G网络共建共享协议，力争2020年
完成全国25万个基站建设任务。”中国联通副总
经理范云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