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 2020年7月27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王红卫 美编：杨薇 检校：张媚 符发A06 综合

■■■■■ ■■■■■ ■■■■■

广告·热线：66810888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集土告字〔2020〕第9号

根据《海南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办法》和《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出让
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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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
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20年7月
27日至2020年8月24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
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
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8月24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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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8
月17日8时00分至2020年8月26日10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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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2020年8月26日10
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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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
与入市主体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根据文自然资规指
〔2020〕2号文，该宗地属商服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
风貌，并报市规划主管部门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规划部门批准
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
的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
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
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四）根据《文昌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文集建试（2019）-39号地块拟建项目

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亩，项目达产
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
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照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五）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
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
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不
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
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
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
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
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七）竞得土
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
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八）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文集建试（2019）-39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函》，该宗
地的竞得方可不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下一步如上级部门有新政策
文件下发，届时再根据新政策相关内容执行。（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
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人：黄女士、杨先生、邢女士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8593918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7日

出让人
文昌市文教镇建新村
民委员会宝藏一、宝藏
二、宝藏三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

39号

地块位置
文教镇S203
省道文教至宋
六北侧地段

面积（m2）

3999.92
（折合6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
地（加油加
气站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
≤50%；绿地率≥20%；

建筑限高≤4层

挂牌起始价
1125元/平方米
（折合449.9910

万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449.991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盛达江岸豪庭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海南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盛达江岸豪庭项目位于江
东新区,项目已于2016年批建。现建设单位拟对项目设计方案建筑
结构单体、商铺功能布局进行调整，相应的经济技术指标修改。为广
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20年7月27日至8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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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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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 ，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7日

海口市凤翔东路江南公寓505、506室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7HN010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位于海口市府城镇城东凤
翔东路江南公寓两套房产。详情如下:1、江南公寓505室建筑面
积为86.54m2，挂牌底价为1077942元。2、江南公寓506室建筑
面积为38.03m2，挂牌底价为468948元。两套房产均为简单装
修，位于凤翔片区中心区域，配套设施完善，生活便利。

公告期：2020年7月27日至2020年8月10日。标的现状、
竞买保证金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E交
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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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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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

根据《中共澄迈县委办公室 澄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澄迈
县城市规划信息中心、澄迈县建筑设计院、澄迈县建筑材料试验室等三家
单位转企改制实施方案>的通知》（澄办发〔2020〕36号）精神，澄迈县城市
规划信息中心、澄迈县建筑设计院及澄迈县建筑材料试验室进行转企改
制。本次转企改制人员范围为截至2020年4月30日止，由澄迈县委组织
部、澄迈县人社局等人事部门办理正式人事手续的澄迈县城市规划信息

中心、澄迈县建筑设计院及澄迈县建筑材料试验室等三家单位在编在岗工
作人员。目前，三家单位参加改制的第一批人员名单已认定完毕，请符合转
企改制范围但未进行身份认定的工作人员从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8月10
日期间到所在单位报到并进行身份认定，如逾期不报到，则认定为放弃参加
转企改制权利。联系方式：澄迈县城市规划信息中心，林先生，联系电话：
18976620022。澄迈县建筑设计院，王先生，联系电话：13876039264。
澄迈县建筑材料试验室，蔡女士，联系电话：13158996986。特此公告。

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7月27日

转企改制公告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
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
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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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海南儋州康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致全体股东：公司将于2020年8

月10日上午9:00在南京市中山

南路800号中商集团二楼会议室

召开股东会议，商议股权、法定代

表人和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请公

司股东准时参加，未出席股东视为

放弃表决权。联系人:董先生

15856866572。特此公告！海南

儋州康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典 当 遗 失
通 知

●王芝元不慎遗失保亭县蓝城山
语泉1栋805房的购房房款收据2
张，收据编号为 2227867，金额
（2523 元）；编号 1955432，金额
（54829元），声明作废。
●张玉锦遗失座落于海南省定安
县定城镇弘诲路西侧天长·椰风水
韵6井楼商铺2的房权证，房权证
号：定城镇字第0014609，现特此
声明作废。
●赵青遗失中南西海岸 B32-
1309 号房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0 180056475，金额:518327元,
声明作废。
●海南惠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1）一本，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721232880H，声 明 作
废。

海南防水保温协会麦工13807600891

防水隔热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转让出租

超市招商

海口大型超市专柜招商13307637007

食堂承包

食材配送、送餐服务15989930189

装修泥工水电涂料13078980837

装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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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
代化”“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突出抓好家庭
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中
产生强烈反响，并为下一步工作指明
方向，鼓舞基层干部群众信心。

当前，全国防汛进入“七下八上”阶
段。各地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同时，
不忘农时，及时帮助农户抢收抢种补
种，全力做好农业生产，将灾情影响
降到最低。

“粮食生产和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当前工作的头等
大事。在做好防汛救灾的同时，我们
要千方百计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
农村‘战略后院’。”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副厅长肖长惜说。

他说，水退人进，为最大限度减轻
灾害损失，湖北多地积极开展灾后农
业生产自救，及时上足人力、机械，调
配农资，启动了救灾种子调运程序，落
实“早翻秋”种源350万斤，可补种88
万亩左右，还派出专家组，现场指导一
些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改种复种。

在江西，各洪涝灾害重灾县正在
抓住无雨时段迅速进行早稻抢收，对
没有机收条件的倒伏田组织人力进行
人工抢收抢割，尽可能减少产量损失。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

‘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
之永远造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吉
林考察时对黑土地保护提出新要求，也
让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备受鼓舞。

“总书记的话让我们这些长期扎根
在基层、共同为黑土地保护默默工作的
科研工作者感到非常振奋。我们要遵

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用养结合、保护为先、科技为主、逐步恢
复的策略，不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
础，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吉林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高强说。

“粮食生产的根本在耕地。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也正是我
们努力实践的。手中有粮，才能心中
不慌。”吉林省梨树县梨树镇泉眼沟村
种粮大户张文迪说。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
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表示，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粮食生产放
在最重要的战略位置，不断加强粮食
生产基础保障能力建设，为端稳中国
人自己的饭碗贡献力量。

“种地有奔头，致富有信心。总书记
的嘱托，让大家干劲更足。现在看，只要
后期没有大的灾害，肯定还是一个丰收
年。我有信心，一定不辜负总书记希望，
再接再厉种好粮，把合作社办得更加红
火。”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玉新玉米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麻玉江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指明方向、鼓舞信心

新华社武汉7月26日电 （记者李思远 王
贤）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26日14时发
布消息说，“长江2020年第3号洪水”在长江上游
形成，预计 27日晚三峡水库最大入库流量在
60000立方米/秒左右。

受强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岷江、嘉陵江及向家
坝至寸滩区间、三峡区间来水明显增加，三峡水库
入库流量快速上涨，26日14时达到50000立方
米/秒。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来
水达到洪水编号标准。

26日，长江委水文局发布长江上游寸滩江
段、三峡入库洪水黄色预警，继续发布长江中下游
干流城陵矶以下江段、洞庭湖区、鄱阳湖区、水阳
江洪水橙色预警，金沙江石鼓江段、滁河洪水黄色
预警，荆江河段洪水蓝色预警。

2009年立项的AG600飞机，经历
了 2017 年陆上首飞、2018 年水上首
飞、2020年海上首飞后，研制进程进入
了新的阶段。这样的三试三捷，得来颇
为不易。

今年本是AG600项目研制的攻坚
年，也是实现项目总目标的关键年。然
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
了项目研制的节奏。受疫情影响，位于
湖北荆门的漳河机场一度处于封闭状态，
AG600飞机的维护工作一再延后，海上
首飞前的试飞科目无法如期开展。

作为“大飞机家族”一员，AG600飞
机凝聚着全国20个省市、150多家企事
业单位、10余所高校数以万计科研人员
的汗水与智慧。为把失去的时间抢回
来，各项目研制相关方紧急调动起来。

在珠海市、荆门市、青岛市、日照市
支持下，多支队伍采取“点对点”包车的
形式，顺利奔赴科研试飞及海上首飞试
验现场。经过56个昼夜奋斗攻坚，6月
26日AG600飞机顺利转场日照山字河
机场，全面进入海上试验、试飞阶段。

“今年确定了AG600要完成海上首
飞等总目标。后续项目研制全线将全
力以赴加快研制进度。”陈元先表示，
AG600项目将开展灭火型试验，计划
2023年完成灭火型研制，并尽早投入
使用。

（新华社青岛7月26日电 记者萧
海川 胡喆 张力元）

“鲲龙”成功进行海上首飞
——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AG600海上首飞三大看点

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
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
26日在山东青岛团岛海域成
功实现海上首飞。

作为中国“大飞机家族”
的一员和国内首次研制的大
型 特 种 用 途 民 用 飞 机 ，
AG600飞机是构建国家应急
救援体系的一块重要拼图。
海上首飞的成功，为它尽快投
身一线实用奠定坚实基础。

7月26日9时许，山东日照
山字河机场上，“鲲龙”AG600静
待起飞指令。

“按计划执行海上首飞。”随
着清晰洪亮的放飞指令，飞机的
4台国产发动机动力全开。蓝白
色相间的机身徐徐滑行，速度越
来越快。飞机随即腾空而起，向
着试验海域飞去。

抵 达 青 岛 团 岛 海 域 的
AG600 飞机，逐渐降低飞行高
度，V字造型的船型机腹离海面
越来越近，10时14分许平稳降
落在海面。约4分钟后，首飞机
组操作飞机逐步回转机身、调整
机头方向。AG600飞机又开始
加速、机头上昂、再度腾空，飞向
出发机场。随着AG600飞机平
稳降落在日照山字河机场，海上
首飞取得圆满成功。

2018年10月20日，AG600
飞机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实现
水上首飞。645天后的海上首飞，
让“鲲龙”迈过一个重大里程碑
节点。

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陈元
先 说 ，在 海 面 起 降 过 程 中 ，
AG600飞机表现得非常平稳，甚
至超出了之前的预期。“我们国家
幅员辽阔，森林覆盖率越来越高，
海岸线漫长、岛屿众多，对大型水
陆两栖飞机有着迫切需求。”

“成功完成海上首飞，标志着
我们向项目研制成功又迈出关键
一步。”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罗荣
怀表示，作为一型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飞机将填补我国民用航
空器和应急救援、自然灾害防治
重大航空装备空白。

AG600飞机此前既已取得水上首
飞的成功，为何此次还要进行海上首
飞？对公众关心的这一热点话题，业内
人士进行了解答。

两次首飞的“水”不同。航空工业
AG600副总设计师、航空工业通飞珠
海基地试飞中心主任刘颖说，与内陆水
面相比，海水盐度、密度和风浪都有很
大不同。“譬如海水密度大、湖水密度
小，在同等飞行条件下，飞机在水中受
到的浮力和起飞时需要克服的阻力并
不相同。”刘颖表示，海水对飞机的反作
用力会更大，直观体现为飞行机组会感
觉海水“偏硬”一些。

执行任务的首飞机组视觉感受和
操纵要求不同。海面较湖面更为开阔，
飞行员在降落时选择参考点不如湖面
容易。“海上试飞要求机组全面考虑风
向、风速、洋流和浪涌，以及高温、高湿、
高盐环境的综合影响。”首飞机组机长

赵生说，飞行员只能基于对飞机飞行特
性充分了解后，通过丰富经验来决定海
上降落路径。同时依靠飞行员的细心
而又准确的操纵，保证飞机起降过程中
保持运动状态稳定。

飞机的验证任务和使用环境不
同。航空工业通飞珠海基地研发中心
总体部副部长程志航说，水上首飞主要
是验证飞机各系统在水面的工作情况，
并初步检查飞机水面起降操稳特性及
性能，为后续飞机用于森林灭火和自然
灾害防治体系建设提供支持。

“海上首飞重点检验飞机喷溅特性、
抗浪性、加速特性和水面操纵特性，检查
飞机各系统在海洋环境中的工作情况，
并收集海上飞行数据，为后续相关工作
提供支撑。”程志航说，海面起降过程中，
由于浪涌的波动起伏更大，更容易导致
飞机发生上下颠簸和摇摆。相比来说，
海上首飞需要克服更多技术难题。

“长江2020年第3号洪水”
在长江上游形成

7月26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拍摄的三
峡大坝。 新华社发（郑家裕 摄）

今年直招士官工作全面展开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贾启龙）军

委政治工作部、军委国防动员部近日联合印发通
知，部署展开2020年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中直
接招收士官工作。

今年直招士官涵盖计算机、自动化、机械等
64类270余个军地通用专业，重点加大无人机、
航海、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小语种等专业招收力
度，招收规模相比去年增加近2000人。

今年直招士官工作与义务兵征集同步组织实
施，8月1日开始，9月30日结束。应征青年可以通
过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
查询直招士官条件和各地招收专业分布情况，符
合专业范围和招收条件的在线提交报名信息，并
根据应征地兵役机关统一要求，参加体格检查、政
治考核等后续招收工作。因招收专业和计划限制
未能被招收为士官的合格青年，可以参加义务兵
征集，服义务兵役期满选取为士官时，在普通高
等学校按规定学制就读的年数视同服役时间。

今年士官招收工作由省级或地市级人民政府
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报名潜力丰富专业将在综
合衡量报名对象学历层次、在校期间专业课成绩、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等情况基础上择优遴选。

根据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今年直招士官原
则上不安排自行报到，将与义务兵同步组织运输
入营。

直接招收士官入伍时间从2020年9月1日
起算，部队下达士官任职命令的时间为2020年
12月1日。

蛰伏645天，“鲲龙出海”成色几何？ 水上首飞已成功，为何还要进行海上首飞？

三试三捷，
“鲲龙”投身一线还有多远？

77月月2626日日，，水陆两栖飞机水陆两栖飞机AGAG600600在海面滑行在海面滑行。。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李紫恒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