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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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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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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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
14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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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12605。产权申请人:符业江。申请依
据：( 2020) 琼0106执134号执行裁定书。土地坐落：龙华区金花路
33号。申请土地面积：165.83平方米。土地权属证件：海南省海口市国
土规划管理局关于市工业建设开发总公司第二期征地的批复(市国规
[1989]406号)。项目名称：海口金盘工业开发区金花路金花高级住宅
小区 16 号。原土地使用者：海南金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17日

遗失声明
林素玲遗失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滨

海大道海岸壹号逸翠阁28楼D房

产权的地下车库停车位C1、C2、

C18相关收据和资料，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祥饰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林方佑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

469005103209030004J，声明作

废。

●海南汉能薄膜太阳能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两本（2-1、

2- 2），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562417692Y，公章，声

明作废。

●华厦易能（海南）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两

本（2-1、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5RJPLB60，公章，

声明作废。

●周国辉遗失房屋租赁证，龙房租

证〔2018〕第45576号，特此声明。

●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符巨光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 》 正 、 副 本 ， 证 号:

462000000988，声明作废。

●海南海兴房地产开发总公司遗

失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项目

名称：清凤海棠长滩二期，证号：地

字第 469034201800625 号，声明

作废。

●海南讯海科技有限公司公章、财

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因日久变

形，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牛堆村

牛堆三经济合作社不慎遗失公章，

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九州盛世网络科技游戏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白滨、周小玲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19〕第 606、607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海

劳人仲裁字〔2020〕第370、371号

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522077），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17日

通知
全宏峰同志：

由于公司多方人员多次与你联系

未果，现正式通知你于2020年 6

月25日前回公司处理财务事宜，

如逾期未到岗，由此造成公司的经

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你个人承

担。特此通知

海南吉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海南金衡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8日

解除合同通知书
李燕允先生：

至2020年6月1日止，您型材二区

二排三层36-37号商铺已欠租金

197500元，虽经我司多次催告，您

仍未缴纳。依据《合同法》第九十

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现通知您

方，自2020年6月1日起，解除双

方签订《铺面合同》，请您结清所欠

费用后七日内清理搬迁承租铺面

内的物品，逾期我司将按照合同约

定办理，即视为您自愿放弃，我司

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缴您欠的全部

款项。特此通知!

三亚津海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0二0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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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敦彪同志：
你长期无正当理由旷工，违反了公
司规定，请你自公告之日起15日
内回公司办公室报到。否则，按自
动离职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维修分公司

2020年6月18日

●南宝镇松明村委会武吉村民小

组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万正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普连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圣智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唐达琼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90030020014095193，声明作

废。

●李燕遗失儋州市白马井镇滨海

新区中南西海岸2.1期6-1-1002

房的契税发票一张，证号:(141)琼

地证05711927，声明作废。

●儋州市那大镇头潭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儋州市建设工程规划报

建审批表，证号：儋建规公［2011］

第04-16号，现特此声明。

●海南英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账号：

21487001040010746）预留印鉴

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现声

明作废。

●本人苏淦不慎遗失在三亚中升

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定金

收据一份（红蓝联）以及一份红联

收据编号：0010197，合同编号：

0004543，金额：10000元整，声明

作废。

●文昌文城椰林港湾海鲜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24690050031142，声明作

废。

●海口秀英丽合盛商行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1—1），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105MA5T5TT111，声明作

废。

●雷扬真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

20194600432001124，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那生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
对本公司办公大楼玻璃幕墙施工、
电梯采购与安装两个项目进行公
开招标。1、资质要求：投标企业须
具有与招标项目相适应的资质与
能力。2、招标时间：自本公告之日
起至2020年7月15日止。3、联系
方式：1641108672@qq.com，有
意向的企业可将营业执照及资质
证明文件发送至联系邮箱，获取招
标项目详细资料。

全昌化用地地籍调查通告
我局正受理全昌化（全昌化已逝，
现黄英梅申请继承）位于东方市八
所镇农科路宗地的补档地籍调查
事宜。经实地调查，该宗地面积为
130 平方米，土地现状为住宅用
地，宗地四至为：东至公路，南至招
良其，西至张花四，北至四米路。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
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告发
布之日起15日内送至我局调查确
权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
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17日

●海南省文化市场稽查总队工会

委员会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口海府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 证 号 ） ：

J6410003418301，声明作废。

●海南蜗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许武艺）,声明作废。

●海南中合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证 号: 地 字 第

469025201300022 号,因丢失声

明作废。

●海口旺通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遗失一枚公章，现声明作废。

●儋州鲜必达百货超市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031624363，声明作废。

●东方美玥（海南）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汉能薄膜太阳能有限公司

遗失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华厦易能（海南）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声明作

废。

●李富满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

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A28装修押

金 收 据 客 户 联 一 张 ，编 号:

8895106，金额:10310元，特此声

明作废。

●海南星达经贸开发有限公司（注

册号 28408950- 1）不慎遗失公

章，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濠嘉游艇产业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大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镇堂福村民委员会

三多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6410017208301, 编 号

6410-00260854，现声明作废。

●文昌市文城镇堂福村民委员会

三多村民小组遗失机构信用代码

证：证号NO.0024819868，代码：

Q5446900501720830Q，现 声 明

作废。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

局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0)355号

詹才转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

相关材料向我局申请集体土地使

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青年路美舍下村145号,宗

地四至为：北至巷道;东至占祥寿
用地；南至巷道;西至吕妚琴用地。
土地总面积为57.86平方米,为集
体建设用地,拟将该宗地使用权权
属确认给詹才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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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申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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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青干,65360879

公告
钱晓波：
本委受理你与被申请人海南海垦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海
劳人仲案字〔2020〕第50号）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委海劳人仲裁字〔2020〕第367号
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18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刘振良先生：
鉴于你已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根
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
项规定，本司依法与你解除劳动合
同关系，并于2020年6月7日下达
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自该通
知发出之日起生效。请你本人或
依法委托他人自本公告之日起7
日内到本司综合办公室或临高希
望工程加油加气站办理劳动合同
解除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者责任
自负。特此公告。
海南中油深南石油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2020年6月18日

迁址公告
海南潮商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变更
事项：经营地址由海南省海口市龙
华区玉沙路 11- 8 号玉沙国际
1204、1205、1206 房变更为海南
省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98号嘉宝
花园二期商住楼A单元5001房。
海南潮商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业务
范围：在海南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
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
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
赔；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海南潮商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郑海立

公告
海南天泓基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发
的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长流
起步区的“海长流·绿地缤纷城A
区、B区”项目，现已交付使用。该
项目地下室-车库实测报告建筑面
积为11,154.36平方米，作为公共
配套设施使用，所有权属于全体业
主所有，不作产权登记。海南天泓
基业投资有限公司将上述地下室-
车库先移交给物业，待成立业主委
员会后，再由物业转交给业主委员
会。特此公告

海南天泓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15日

迁坟通告
海南锦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海滨·
中和家园项目用地位于海南老城
经济开发区富音北路2公里处西
侧地段，项目用地面积约58.61亩，
四至为：东至富音北路，南、西、北
至文大村、富书村、东水港村等集
体用地。该项目正开发建设，由于
用地东南侧地段范围内尚有部分
坟墓未迁移，致使项目开发进展缓
慢，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
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海南
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征地
办办理补偿登记手续并自行迁移，
逾期将依法依规处理。特此公
告 ！ 联 系 电 话 ：马 先 生
18184633339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2020年6月16日

招聘
现招聘水电工一名，条件45岁以
下，中专学历，具有电工证，负责公
司区域和代管资产区域的日常水
电维修工作。联系人：张先生
13518802766，简历发送到邮箱：
270645268@qq.com。
海南海钢博亚酒店会展管理有限
公司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招 聘

临街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07550859

万绿园壹号4#、5#楼商业招租
现有万绿园壹号 4#楼总面积
3351.86m2、5#楼总面积4295.39m2，
两楼规划性质为展馆，统一对外进
行商业招租，价格面议，有意者请
联系梁先生15348874016 符小姐
18907668809

迁移公告

商铺出租

确权公告

公告送达

土地通告

移交公告

迁址公告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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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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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广场

为加快琼海市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完善博鳌镇社会福利中
心的养老配套设施，扩展养老服务功能，提高琼海市养老服务质
量，现公开征选具有养老服务等方面经验的专业机构对博鳌镇社
会福利中心进行统一运营管理。

一、标的简介：
博鳌镇社会福利中心位于琼海市博鳌镇朝阳片皇楼坡，占地

面积12073.43m2，建筑面积4062.89m2。项目现状为1栋地上5层
钢混结构大楼、4栋框架结构楼、1间发电机房及1间消防水泵房，
配备户外活动场地及活动设施。福利中心共有128张床位，接收
住院供养人员25人，现聘有1名院长、4名护理员。

二、投资额及运营期限：
投资金额不低于300万元，第一年投入不低于150万元，第二年

投入不低于150万元。委托运营期限为15年。运营方需一次性
缴纳风险保证金11万元。免收运营方前3年管理发展资金，运营
方从第4年开始每年缴纳管理发展资金11万元。

三、确定合作方办法：通过综合评议方式确定运营方。
四、公告期：2020年6月18日至2020年7月16日。对竞买人

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
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
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6月18日

琼海市博鳌镇社会福利中心公开征选运营方招商公告
项目编号：XZ202006HN0074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杜坪、张怀鸿与被执行人海南枫叶科

教集团有限公司排除妨碍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本院作出的(2018)琼

0105民初7285号、(2018)琼0105民初7284号民事判决书。现因被

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位于海南省海

口市国科园生活小区6栋2单元501房变更登记至杜坪名下;将海南

省海口市国科园生活小区9栋601房变更登记至张怀鸿名下。如对

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

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法官 联系电话:68638866

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2020)琼0105执2147、2148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20）第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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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
科技新城B06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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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B0623-1地块，

土地总面积为53462.71平方米（合80.19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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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备供地条件。根据高新区管
委会《关于美安科技新城B0623-1地块规划意见的函》（海高新函
〔2020〕108号），用地性质为一类/二类混合工业用地（M1/M2），用地
范围东至美安二环路、南至安新街，西至规划路、北至美安三街，容积
率≥1.0，建筑系数≥30%，绿地率10%≤G≤20%，建筑限高≤4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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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5.2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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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5.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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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9:00至2020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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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 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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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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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建设高端仿制药及新药研发生产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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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产后年度产值不低
于700万元/亩，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90万元/亩进
行投资建设。（四）本宗地按现状出让。（五）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3个月内动
工，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竞得人须自签订成交确认书后30个月内
实现项目投产（产品下线，有经营收入），项目投产后1年内达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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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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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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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20）第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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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科
技新城B06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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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B0625-3地块，

土地总面积为15667.30平方米（合23.5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
地使用年限为5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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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备供地条件。根据高新区管委
会《关于美安科技新城B0625-3地块规划意见的函》（海高新函
〔2020〕109号），用地性质为一类/二类混合工业用地（M1/M2），用地
范围东至规划路、南至美安四街，西至安岭一路、北至规划路，容积率
≥1.0，建筑系数≥30%，绿地率10%≤G≤20%，建筑限高≤4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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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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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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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9:00至2020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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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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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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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建设中成药研发及生产项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该宗地
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680万元/亩，达产后年度产值不低于675万元/
亩，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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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竞得人须自签订成
交确认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动工，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在自签订成交
确认书之日起24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有产品下线，经营收入），项目
投产即达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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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