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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星华海德豪庭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星华海德豪庭项目位于海德路北侧，该项目属企业自改项目（海

织小区改造项目），项目拟建4栋地上2-32层住宅、办公楼，底层裙房
为商业。项目于2018年11月28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现建
设单位申请对方案D#楼原首层3-J轴交3-9轴~3-11轴的窗户改
为宽度1.8米门，物业用房面积增大；E-2#楼消控室面积微调，低层商
铺立面材质由陶瓷面砖调整为石材；将D栋花架范围调小、E-1/E-2
栋屋面、花架范围调小，装饰柱减少。地上建筑面积增加25.62m2（计
容），其他各项规划指标均保持不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
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7月

17日至2020年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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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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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1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更新规划科，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 ：68724379，联系人 ：汪阳 。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7日

机动车强制报废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令2012年第12号《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要求，现罗牛山股
份有限公司将对名下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车辆进行报废处
理。请以下车牌号的车辆使用人尽快与我司联系，配合办理相关

车辆报废注销手续，联系人：潘先生，电话：0898-36689292。本
公告自刊发15日内如无任何异议，我司将向海口市机动车辆管
理所申请办理车辆报废注销手续。报废车辆车牌号如下：1.琼
A25308，2. 琼 A60140，3. 琼 A32038，4. 琼 A25383，5. 琼
A60158，6.琼ADQ578，7.琼AG9701，8.琼A36508。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7日

地块名称

海储（2020）BA002号-
1地块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07单元4号-2地块

土地位置

博鳌镇沙美内海片区

琼海市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

土地面积
（m2）

332084

19358.87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出让年限
（年）

40

5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0.3
≤1.5

绿地率

≥45%
≥35%

建筑密度

≤20%
≤35%

建筑限高

≤12m
≤24m

开发期限
（年）

3

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6705

3480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二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海告字[2020]7号

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储（2020）BA002号-1地块具备净
地出让条件的证明》和《关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07单元4
号-2地块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说明上述宗地土地权利清晰、
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
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按
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
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07单元4号-2地块的投资强度不低于
42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525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24.5万
元/亩；海储（2020）BA002号-1地块属房地产业中的旅馆用地，因此
该地块的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产值和年度税收不设定
控制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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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约定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上述地块地上建筑须按照装配式
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申请参加（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限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非琼海市注册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需由竞得人在琼海市新成立
的全资子公司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5日内与琼海市产业
主管部门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在签订《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后与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和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三、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20年7月27日至2020年8月15日
到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
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20
年7月27日至2020年8月15日到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
书面申请（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8月15日下午17时。经审
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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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挂牌时间为：1.起始时间：2020年8月7日上午9时整。2.截
止时间：2020年8月17日下午16时整。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本
次挂牌出让实施机构为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详细情况请登
录：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Ir.hainan.gov.cn/。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公
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2.本次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只接受书面报
价，不接受电话、电子邮件、口头等方式报价，节假日正常受理报名、
报价。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琼海市金海路 233号；联系电话：
0898-62811911、65303602联系人：蔡先生、李先生。九、本公告未尽
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该文件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17日

黄芬：
你未经检疫向无疫区输入动物（活羊）一案，我大队于2020年5

月7日在海南日报刊登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你在法定期间
内未陈述申辩、也未提出听证。因无法与你直接取得联系，现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七条规定，我大队对你作出罚
款人民币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美（动监）罚
[201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我大队（地址：海口市群上路62号3楼304室）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逾期视为送达。请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所指定的
银行缴纳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一条第一款
定：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特此公
告。联系电话：0898-65375371

海口市美兰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2020年7月17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7HN009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琼AE1202车等6辆车，挂
牌价格从3000元至45000元不等。公告期：2020年7月17
日至 2020年 7月 30日，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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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hainan.gov.cn/
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4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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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7月17日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
发投资62780亿元，同比增长1.9%，一
季度为下降7.7%。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69404 万
平方米，下降 8.4%；商品房销售额
66895 亿元，下降 5.4%。这两项降

幅比一季度分别收窄17.9、19.3 个百
分点。

刘爱华表示，上半年房地产投资
已经转正，但也要看到房屋新开工面
积、土地购置面积等房地产市场指标
仍处于下降区间，对下半年房地产走

势应该持观察态度。
业内人士认为，各地应继续因城

施策，打好调控组合拳，保持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
刘红霞 舒静 宋佳）

由降转升、稳步复苏！中国经济二季度同比增长3.2%

透视上半年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2020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全球疫情仍在蔓延背景下，中国经济表现如何？“新华视点”记者梳理最新10项重要经济数据，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脉动。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1.6%。在一季度同比下降6.8%的情况
下，二季度同比增长3.2%，实现强势“转
正”。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了11.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上半年我国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不
利影响，经济运行呈现恢复性增长和稳

步复苏态势。但当前全球疫情依然在蔓
延扩散，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将继续
发展演变，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国内
经济恢复仍面临压力。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564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2.7%。6月
当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环比
下降0.2个百分点。二季度末，农村外出

务工劳动力总量17752万人。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杨志勇认为，就业形势出现积极变化，疫
情之下相当不易。我国经济仍在恢复之

中，未来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应采取多
种措施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
业就业，鼓励新业态就业和灵活就业，
带动更多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281万吨，比2019年增加120.8万吨，
增长0.9%，产量创历史新高。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锁强说，
夏粮生产再获丰收，奠定了稳定全年粮
食生产的基础，为继续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增强了信心，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
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一季度回落1.1
个百分点。6月份，CPI同比上涨2.5%，
环比下降0.1%。

应该看到，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

了 16.2%，对整个物价涨幅贡献大约
为八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
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受疫情影响，
前期物价上涨较快，上涨压力已经释
放。夏粮丰收，生猪产能也在逐渐恢

复，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有条件
货足价稳。

刘爱华表示，下半年食品价格总体
稳中有降的态势不会发生改变，整体物
价会继续保持平稳。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14.24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3.2%，降幅较前5个月收窄
1.7个百分点。6月份出口、进口同比分
别增长4.3%、6.2%，实现年内首次双双

“转正”，回升态势好于预期。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

全球货物贸易量预计二季度出现大约
18.5%的历史性下滑。海关统计显示，
我国外贸一季度同比下降6.4%，二季

度降幅已大幅收窄至0.2%。不过，全
球疫情蔓延扩散、经贸摩擦等带来的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外贸面
临的发展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下半年
稳外贸工作仍需加力。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
国新增人民币贷款12.09万亿元，同比
多增2.42万亿元。新增贷款去哪了？
数据显示，上半年企（事）业单位贷款增
加8.77万亿元，约占各项新增贷款的

72.6%。绝大部分新增贷款投向了实体
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郭凯表示，下半年货币信贷以及社融规
模会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一方面，信

贷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如
果信贷投放节奏过快会产生资金淤积，
无法有效使用；另一方面，价格要适度，
贷款利率适当下行但也不能过低，否则
会产生套利、资源错配等问题。

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172256 亿元，同比下降 11.4%，降
幅比一季度收窄7.6个百分点。线上
消费增速和占比持续上升，成为消费

亮点。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

部主任赵萍认为，随着常态化疫情防
控不断推进，消费的便利性逐渐改善，

消费供给也将不断优化。刘爱华说，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名义增长是
正的，但实际增长下降1.3%，下半年对
消费能力的培养要下更大气力。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
全国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2.23万亿
元，占提前下达额度的97%。万亿级的
专项债花哪去了？记者了解到，超八成

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基础
设施、民生服务等三个领域，积极支持

“两新一重”建设。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

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上半年专项
债发行和使用节奏更为紧凑，下一步要
优化债券资金投向，严禁用于置换存量
债务，决不允许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为50.9%，比5月份上
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位于临界
点以上。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二

季度同比增长 4.4%，一季度为下降
8.4%，显示出我国工业生产恢复较快。

民生银行智库宏观区域研究团队
负责人应习文认为，当前国内疫情防

控形势向好，各地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投资需求已在持续好转。展望下半
年，生产端将进一步恢复，投资将加快
回暖步伐。

新华视点

新增贷款超12万亿元，金融活水持续“滋养”实体经济

消费同比下降11.4%，线上消费成亮点

发行新增专项债2.23万亿元，积极支持“两新一重”和公共卫生设施建设

PMI连续4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工业生产恢复较快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9%，市场稳定趋势不变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1.6%，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城镇新增就业564万人，未来就业压力依然突出

夏粮比去年多收了24.2亿斤，“压舱石”地位稳固

物价上涨3.8%，“米袋子”“菜篮子”可望保持平稳

货物进出口同比下降3.2%，6月份首次双双实现正增长

专题

7月15日，以“爱心直播聚力，消费
扶贫助农”为主题的2020年陵水消费
扶贫专场（直播）活动在陵水消费扶贫
综合馆火热举行。活动设线下扶贫集
市和直播带货等系列活动，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助推扶贫产品的销售
以及品牌传播，助力脱贫攻坚、巩固脱
贫成果。当天，活动线上线下销售额超
16万元。

“百香果怎么卖？”“给我三斤秋
葵！”“这个虾米给我称一些”……下午5

时，扶贫集市现场，百香果、秋葵、虾米、
鱼仔等优质扶贫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
人驻足问价、选购。

“各位网友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
来了陵水的青柠檬，皮薄多汁、清香偏
酸，12.8 元 3 斤包邮，欢迎大家下单
……”当晚8时，陵水黎族自治县商务
局副局长董丽芬化身带货主播，向市民
网友推介优质扶贫产品。在特价优惠
活动的助力下，直播间的新鲜优质扶贫
产品成交额持续攀升。

今年以来，陵水商务局通过线上
和线下双向拓销、产销对接和“以购代
捐”结合帮销以及探索创新模式等方
式，构建了多样化的助销体系，借势电
商平台和发挥消费扶贫效应，拓宽农
产品销售渠道和助力脱贫攻坚取得明
显成效。经统计，全县共82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参与活动，实现扶贫产品销
售金额 2423.96 万元，受益贫困户
2443户8516人。

(洪祊能)

陵水举行消费扶贫专场（直播）活动
当天线上线下销售额超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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