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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20）第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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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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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28地块，土地面积为114035.2平方米（合171.1亩）。
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其中商务金融用地60%，零售商业用地
40%），出让年期为4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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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关
于美安科技新城B0428 地块规划条件的函》（海高新函〔2019〕280
号），该地块规划性质为商务商业混合用地B2/B1（B2≥60%），容积率≤
2.5，建筑密度≤35%，建筑高度≤60 米（局部180 米）其中高度超过60
米建筑底面积≤8%用地面积，绿地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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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挂牌出让的起始价为52855.32万元，采取增
价方式竞价，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
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竞买保证金31713.1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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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9:00至2020年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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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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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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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上建筑物（总价值为39525.12万元）与
土地一并挂牌出让，竞得人除足额缴交土地出让金外，地上建筑物在
签订《成交确认书》的10个工作日内须另行到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办理按评估价缴交地上建筑物价款等相关手续，并凭高新区管委会出
具的意见办理土地相关手续。（三）本宗地按现状出让。（四）本次挂牌
宗地用于开发建设美安科技新城总部经济区项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
保要求。该宗地须按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求
的不低于300万元/亩的投资强度, 项目运营5年内入驻企业年销售
额总计达到38.5亿元（包含入驻平台引进的企业），年上缴税收超过
3422万元（包含入驻平台引进的企业）。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已建成，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24个月内实现
项目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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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和海南省委七届八次全会做出的《决定》要求，实施
海南自贸港“走出去”“请进来”双向开放战略，丰富海南经济对
外开放合作形态，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定于2020年8月间
（具体时间另定）举办“2020海南自贸港对外经济论坛”。为高
水平办好本次论坛，我们决定开展“2020海南自贸港对外经济
论坛”主旨议题研究成果有奖征集活动，面向社会组织与个人
征集关于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外经济发展的建议文
章。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0年7月26日。
二、征文内容
紧紧围绕下列议题但不限于：海南自贸港对外经济发展战

略、海南自贸港与开放金融制度集成创新、海南自贸港与“走出
去”“请进来”双向对外开放、海南自贸港与开放体制制度集成
创新、海南自贸港与开放合作产业经济建设等，提出具有前瞻
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三、基本要求
（一）所提建议应紧扣上述议题，以演讲稿形式提交。
（二）观点鲜明，措施建议操作性强，每篇文稿原则上不超

过3000字。
（三）文稿建言献策须具原创性，不应该存在版权纠纷；不

接受抄袭和转摘，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文责自负。
（四）每位作者只能提交一篇文稿，作者投稿视同授予征集

活动主办方对文稿的修改、编印文集、组织刊发等权利，一俟获
奖并领取奖金，其文稿著作权归属活动主办方。

四、奖项安排
本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活动设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1个、2个、3个和10个，奖金分别为10000元、8000元、6000
元和1000元，并颁发获奖证书。

五、投稿须知
（一）投稿指定邮箱为：hepahainan@126.com投稿请注

明作者有效联系方式，截稿时间为2020年7月26日24：00。
（二）在电子邮件主题上标明“2020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外

经济论坛主旨议题研究成果”+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单位投
稿请注明单位、法人代表、通信地址、联系电话；个人投稿请注
明姓名、身份证号码、通信地址、联系电话。

六、评选与奖励
1.评选分初评、终评等两步进行，具体组织方式是：第一步

组织一拨专家（一般5-7名，下同）网上不见面（专家之间不见
面）打分初评；依分数高低遴选出16篇文稿；第二步组织另一
拨专家进行第二轮打分终评，依分数高低等额选出一、二、三等
奖与优秀奖。

2.在主流媒体公布获奖名单，向获奖者颁发奖金及证书。
3.获奖文稿由主办方安排在主流媒体相应栏目刊登。
4.获奖文稿将推荐给相关部门参阅，获得一等奖的文稿将

推荐作论坛主旨演讲。
联系人：陈先生（18976071156）、汪先生（18808983287）、

邝女士（13687502258）

“2020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外经济论坛”筹备组
2020年6月28日

“2020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外经济论坛”主旨议题研究成果有奖征集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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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所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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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建设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棠湾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
三亚市海棠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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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海棠湾水质
净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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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有限公司

三亚海棠湾水质
净化有限公司
原所属公司

三亚市海棠湾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

为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二十条规定精神，坚决取消不应
发放的补贴，三亚市海棠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现要求以下人员退回相
关班车乘车费及私车公用费用至原所属公司账户。请以下人员看到
登报信息后与三亚市海棠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办公室联系，联系方式
0898-88750566。名单如下：

公 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9）琼0105执32号之二

申请执行人海南恒福临贸易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谢正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中，本院作出的(2018) 琼0105民初1768号民事判决书及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琼01民终4953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因被执行人谢正华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定
于2020年7月30日10时至2020年7月31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南
省海口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法院账户名:海南省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 http: //sf. taobao. com/
0898/13)上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谢正华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海榆
东线高速公路东侧海口海航城19号楼2单元2101号房(不动产权证号:
YG028583)。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法官 联系电话: 0898-68659205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O二O年六月十九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05执291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白桦、李竟廷与被执行人海南鑫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
琼01民终4626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不主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查封了申请执行人白桦(公民身
份 号 码:152129199011010014)、李 竟 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230206199112121169)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海榆中线136-1
海南中基美域酒店式公寓H2栋 2层 204号的房产(合同备案号:
L00387284)。现本院拟对上述查封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查封
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
议，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联系人:段鹏飞 电话: 0898-68617062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O二O年六月三十日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0）琼96拍1号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20年7月16日15时
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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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以增价拍卖方式进行现场公开拍卖，现将第一次拍卖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标的物：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
南侧(海口综合保税区）土地证号为老城国用（2014）第1546号项下
202706.53 平方米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保留价：人民币
88542240元。

竞买保证金：13000000元。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7月14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7月14日16: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款项到账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
江支行；账号：1009689490002653。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
名或名称、（2020）琼96拍1号竞买保证金。

三、特别说明：1、土地已抵押给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述三家公司对本标的物拍卖具有优先购买权；2、现有
材料显示土地已出租，租期到2034年11月30日，租金已部分结
清。其他瑕疵情况详见《海中力信（2019）司法鉴字第1101号房地
产估价鉴定报告》;3、拍卖成交后，过户产生的费用（所涉及土地、
房屋、海域使用权的一切税、费及其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等欠
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单位：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7号申亚大厦2003室
联系电话：0898-31982239 18608941383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301031、65307907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南省烟草公司琼海公司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07月10日

15:30在我司拍卖大厅及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按现状公开拍卖琼C19813等5辆旧机动车（详细资料请咨询拍卖公
司），竞买保证金：4000元/辆；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
止；展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路烟草公司；特别说明：1、竞买人应
须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得指标，或
具备车辆登记管理部门转移登记的条件（登录www.hnjdctk.gov.cn
查询）；2、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发生税费均由买受人自行
承担。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07月09日16: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报名请携带身份证、汇款凭
证、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证明文件等。

开户名：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行海口海甸五西路支行；
账号：267505744781。
联系电话：0898-31302088、17789896368、13136036653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网址：www.tlwpm.com 微信公众号：hntlwpm

全 国 青 年 文 明 号 中 国 AAA 级 资 质 拍 卖 企 业
ISO9001-2015 认证企业 海南省品牌创建示范企业

应急响应级别降为三级以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的
督促指导下，湖北省、武汉市努力落实常态化防控各项工作，推动消
除外省市的“恐鄂症”，实现湖北武汉心理上“解封”。

据冯子健介绍，武汉市集中核酸检测排查虽未发现无症状感染
者传染他人的情况，仍规范管理无症状感染者，严格实行发现、报告、
隔离、处置全流程闭环管理。

“我们到武汉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隔离点、定点医院去巡查这些
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专家、北京地坛
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蒋荣猛说。联络组与湖北省、武汉市共同研
究建立了无症状感染者复核制度，对每日新发的无症状感染者都要
完善“1+3”检查——即在核酸检测基础上，根据诊断需要进行抗体、
血常规和CT检查，并建立日报告制度，进行精细化分类管理。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专家认为，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下，关键要落实“四方责任”，明确属地、行业部门、单位、个人和家
庭应当承担的具体责任、工作任务、履职要求，形成责任清单，强化督
导督查和过程监督。要认认真真做到“五有三严”：各个社会单元要
有防护指南、防控管理制度和责任人、防护物资设备、医护力量支持、
留观室和转运安排，医疗卫生部门要严管发热门诊、严肃流行病学调
查、严格院感防控。

“只要国外的疫情没结束，还可能会出现病例，防控措施可能长
期处在一张一弛的状态。比如现在是安全的，就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后面如果又有反复，也要适应防控措施收紧。”冯子健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负责人说：“疫后的新常态是‘在雨
天下’工作和生活，一手‘撑雨伞’一手干活，如果防控措施落实不了，
就很可能出现反复，这把‘伞’就出了窟窿，雨就会淋一身。”

专家认为，在湖北、武汉早已成为低风险区域的情况下，各地继
续“特殊”对待湖北、武汉完全没有必要，全国人民应该尽快对湖北、
武汉从心理上“解封”。 （新华社武汉6月29日电 记者王贤）

疫情还会反弹吗？如何过好疫后新生活？
——专家解析当前湖北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

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降至三级已过半
月，全省连续40多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无症状
感染者也只是零星散发；同时全球确诊病例日新增达10万例以上，
累计已超1000万例。湖北的疫情传播被阻断了吗？疫情在湖北还
会反弹吗？常态化防控下，企业和公众应该如何开展生产生活？就
这些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湖北应急响应级别降为三级以来，湖北省、武汉市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正在加速恢复。记者近日在武汉市交通场站、商超景点、居
民小区、企业走访发现，小区被封闭的出入口打开了，进出小区不测
温了，外出就餐购物的人明显多了，地铁、公交上的客流回升了，企
业也纷纷复工复产。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湖北全省高速公路入、出口收费站
通行车辆600多万辆，比去年端午略有增长；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
有限公司端午假期运输4天客流约112.2万人次，比“五一”假期运
输前四天增长了77%。全省共接待游客678.5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26.9亿元；与“五一”小长假前3天相比，游客接待量增长12.65%，
旅游收入增长102.5%。湖北省商务厅数据显示，4月至5月，湖北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分别增长41.6%和18.1%，出口、进口连
续两个月同比正增长，商务经济复苏迹象明显。

快速恢复的“烟火气”，源于人们对湖北省、武汉市当前疫情防
控的信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冯子健说，5月中下旬，武汉完成近990万人集中核酸检测，无症
状感染者检出率仅0.303/万，没有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情
况。6月以来，武汉市没有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6月15日，武汉
市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全部清零。

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出现聚集性疫情后，湖北省武汉市迅速组织
对农贸市场、超市的环境样本进行抽检。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称，6月13
日至28日，武汉市、区疾控中心已抽检超市414家、农贸市场763家、水
产品进出口贸易公司5家、医院两家、污水处理厂11家、特殊场所1个、
公共厕所121个，共采集和检测环境样本40383份，结果全为阴性。

冯子健认为，经过艰苦努力，付出巨大牺牲，当前湖北武汉地区
的病毒传播已基本阻断，但绝不意味着疫情结束，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压力依然较大。

6月以来，湖北鄂州、荆州出现了零星的无症
状感染者，其他省市也发现了少量湖北输出的无
症状感染者。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魏
晟认为，只要不停止检测，无症状感染者可能还会
发现，但湖北现阶段的无症状感染者大多是既往
感染者，传染性较小。

冯子健说，湖北武汉无症状感染者持续走低，
没有在传播中起放大作用；外地出现的从湖北输
出的无症状感染者，在原发地和目的地都没有导
致再传播，说明他们的传染性是非常有限的。

武汉市对集中核酸检测排查发现的300名无
症状感染者，提取痰液和咽拭子样本，经中科院武
汉病毒所病毒分离培养，300人份样本均未培养
出“活病毒”；对他们使用过的牙刷、口杯、口罩、毛
巾等个人用品采集擦拭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1174名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也均为阴性。

“不要过度炒作无症状感染者，只要对无症状
感染者加强管理，加强监测，就不必恐慌。”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专家、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童朝晖说，“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是传染病的规
律，麻疹、流感、SARS等都有一定比例的无症状
感染者，但并未引起社会上的大传播。”

然而，当前新冠病毒仍在全球快速传播，防境
外输入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内部分地区连续出现
聚集性疫情，疫情反复的警钟仍不时敲响。

“一些国家正在出现积极的迹象，在这些国
家，现在最大的威胁是自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近日说。

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政策实施期限！

你关心的都在这里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郁琼源）如

何进一步减轻企业和低收入参保人员今年的社保
缴费负担？国家税务总局社会保险费司副司长王
发运29日在新一期税务讲堂视频中详细讲解了
有关政策。

据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
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
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包括延长阶段
性减免政策实施期限和2020年社保个人缴费基
数下限继续执行2019年标准、允许以个人身份参
保人员2020年自愿暂缓缴费两项新政策。

王发运说，对中小微企业实行三项社保单位
缴费部分免征政策，执行期限延长到2020年12月
底；对湖北省以外省份的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三项社保单位缴费部分
减半征收政策，执行期限延长到2020年6月底；对
湖北省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保单位缴
费部分免征的政策，执行到2020年6月底。

“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可继续执
行2019年标准。各省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
基数下限可继续执行2019年缴费基数下限标准，个
人缴费基数上限按规定正常调整。”王发运说。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
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缴纳基本养
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2021年可
继续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对2020年度未缴费
月度，可于2021年底前进行补缴，缴费基数在2021
年当地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参加三项社
保的，参照中小微企业享受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政
策。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
位，可继续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至2020年12月
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本土疫情传播已被阻断
但不等于疫情结束

湖北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小
疫情反弹最大的威胁是自满

常态化防控不松劲
适应“撑雨伞”消除“恐鄂症”

A B C

5月份我国国际货物和
服务贸易顺差597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刘开雄）国家
外汇管理局29日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5月，我
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
4240亿元人民币。

按美元计值，2020年5月，我国国际收支口
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597亿美元。其
中，货物贸易收入2055亿美元，支出1359亿美
元，顺差696亿美元；服务贸易收入183亿美元，
支出282亿美元，逆差99亿美元。

端午节期间，
武汉端午国际汽
车节在武汉客厅
文化博览中心举
行，吸引市民前来
参观选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