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儋州

6月1日起，该市机关单位、医院学校、宾馆饭店等
65家试点单位开始试行生活垃圾分类

建立垃圾分类队伍，设4名垃圾分类管理员分管4个
片区，60名志愿者负责各点位垃圾分类劝导工作

在全市布置6个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社区

4个风情小镇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后，生活垃圾总投放量
为 17236.72千克，其中分离出的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分别为
690.17千克、6155.5千克，生活垃圾整体减量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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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20〕23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20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
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目
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管
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挂牌出让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月川单元控规YC01-01-06地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有关事项的批复》（三府函〔2020〕570号）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月川单元控规YC01-01-06地块，CGCS2000坐标系总

面积10635.63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总面积10629.16平方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其他商务
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29/B11，兼容比例：8:2），对应土地用途分别为商务金融用地和零售商业用地。该宗地具体情况如下：1.商务金
融用地CGCS2000坐标系面积8508.50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8503.33平方米）；2.零售商业用地CGCS2000坐标系面积2127.13平方米
（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2125.83平方米）。

2020年7月8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月川片区控规YC01-01-06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YC01-01-06
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
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市吉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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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
备净地出让的条件。

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控规编号

YC01-01-06

合计

土地面积
（m2）

8508.50

2127.13

10635.63

用地规划性质

其他商务混合
零售商业用地
（用地代码：
B29/B11）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占比80%）
零售商业用地
（占比20%）

/

使用年限
（年）

40

/

容积率

≤4.5

/

建筑高度（m）

≤100

/

建筑密度（%）

≤35

/

绿地率（%）

≥35

/

评估单价
（元/m2）

28400

31181

/

评估总价
（万元）

24164.1400

6632.6041

30796.7441

规划指标

1.该宗地为1.0车位/100m2建筑面积，地块地下一层标高与周边地块保持一致，需预留与周边地块地下空间的联络线。
2.该地块其他要求详见控规分图则和城市设计附加图则。

根据有资质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并经评估专家小组评审通过，该宗地土地评估总价为30796.7441万元。其中：1.商务金融用地土地
评估单价为28400元/m2（折合1893.33万元/亩），土地评估价为24164.1400万元；2.零售商业用地土地评估单价为31181元/m2（折合2078.73
万元/亩），土地评估价为6632.6041万元。

该宗地在办理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及征收手续时，未占用农用地（耕地）和未利用地，不涉及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新增建设用地有
偿使用费等问题。因此，确定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30797万元。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月川单元控规YC01-01-06地块不在省级六类产业
园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其他商务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29/B11。兼容比例：8:2），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商
业综合体项目，属房地产业中的商务金融用地和零售商业用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年度产值和年度税收不设控制指
标。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二）开发建设要求。1.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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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
权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
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3.该宗地项目建设须按省、市装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4.本次出让宗地项目建成后，整体
建筑自持比例应不低于3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售。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范围：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

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片区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该宗地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商业综合体项
目，优先引入侨商资源打造世界侨商总部，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需为《财富》杂志中国500强企业或中国侨商联合会会员投资控股的企业。同
时，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需具有丰富的大型城市商业综合体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应严格按照《三亚月川单元核心区域整体开发精细化城市设计及导则以及核心区域外围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的要求开发建设。该
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初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
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根据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出具的《关于YC01-01-06地块挂牌出让条件的函》（三商管函〔2020〕319号），为进一步加强三亚市实
际使用外资力度，该宗地部分土地出让金须采用外资进行支付，外资支付额度应不少于2000万美金或等额其他币种。

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根据2020年2月15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台的《三亚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保障项目建
设的政策措施》第三条“新出让土地可按‘招拍挂’出让起始价的20%确定竞买保证金，出让合同签订后30日内缴纳土地出让金的60%，受让人
出具承诺书后余款可在年内分期缴纳”的规定，该宗地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6160万元整（即挂牌出让起始价的2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
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出具初审文件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 8 月 26 日。

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后，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同时，竞得人必须在《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30日内缴纳土地出让金的60%，剩余土地出让金可自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纳完毕；
也可在出具承诺书后于2020年12月31日前分期缴纳完毕，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按照省市相关规定办理。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20年 7 月 30 日至2020年8 月 28 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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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
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 8 月 28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
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0年 8 月 28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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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该宗地挂牌时间为：2020
年 8 月 21 日09时00分至2020年 8 月 31 日10时0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期限
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
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
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含耕地占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29日

弘扬抗战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东北向，南渡水流长……潭口御
东洋。”这首题为《南渡江》的抗日诗
词，写的正是琼崖抗日独立队打响抗
日第一枪的故事。近日，海南日报记
者来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玉仙
村的潭口渡口，回溯那一场影响深远、
青史留名的战斗。

81年前，刚刚成立两个月的广东
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简

称“琼崖抗日独立队”）正是在这里与
日军鏖战，并利用地形优势，有效阻击
了气焰嚣张的日军。

1939年2月10日凌晨，日军在海
口天尾港一带登陆，很快便占领了海
口、府城，随后向东推进。彼时，潭口
渡口是海口至文昌、嘉积公路的唯一
渡口，是日军东进的必经之地。

当时，琼崖抗日独立队就驻扎在
渡口附近。尽管我军在人数和装备上
均处于劣势，但为了打击日军一路长

驱直入的嚣张气焰，第一中队80多人
奉队长冯白驹的命令，紧急赶赴渡口
阻击日军。

我军观察发现，岸上与江面的地
势差恰好形成了易守难攻的天然优
势。于是，第一中队迅速占据了岸上
的土坡，开挖了临时工事。队员们埋
伏在丛林里，把枪架在土坡上，枪口正
对江面。

见此情形，日军改用飞机对土坡
进行轰炸。当敌机俯冲时，第一中队
便集中火力，轮番扫射敌机；等敌机轰
炸时，便立即向身后的丛林转移。

在这场战斗中，双方“咬”得极

紧。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第一中队
寸步不让。直到傍晚时分，第一中队
接到冯白驹“为保存革命实力，撤退转
移”的收兵命令，方才撤离渡口。

在琼崖抗日独立队的震慑下，日
军被迫放慢了东进的进度。

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主任
科员周琪雄评价，虽然这一战规模不
大，但却极大地鼓舞了琼崖人民群众
的抗日热情，坚定了人民群众抗日救
国、保卫琼崖的信心，激发了全琼各界
人士爱国爱家乡、共同支援抗日的热
情。同时也提高了独立队的威信，扩
大了琼崖特委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

全琼的政治影响。
潭口渡口阻击战后，广大有志青

年纷纷要求加入琼崖抗日独立队，琼
山地区因此一度流行一首民谣：“送哥
自愿去前线，哥在胸前红花挂，望哥机
智与勇敢，保国保家流血汗，消灭日寇
才回家，欢庆胜利侬心宽。”

岁月流逝，尽管在渡口原址已难
觅这一战的踪迹，但作为这场战斗唯
一的纪念性建筑物、于2004年2月竣
工落成的潭口渡口阻击战纪念亭，仍
始终注视着这一片红色的土地，日复
一日地向后人们讲述着这一段英雄的
历史。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

琼崖抗日独立队在潭口渡口力挫敌军

打响琼纵抗日第一枪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孙
慧 计思佳）要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分类、收运、处理 3 个环节缺一不
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多地发
现，海口市、儋州市、三亚市等将率
先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按照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要
求，正加快垃圾分类投放和收运体
系建设。

7 月 29 日上午，在海口市秀英
区储运小区，一场生活垃圾分类验

收演练活动正在举行。
现场，4辆不同颜色、型号的垃

圾分类回收车缓缓驶来，身穿红色
制服的环卫工人过来将不同颜色的
垃圾桶拖到垃圾车边，把垃圾倒入
对应的车里。

“我们按照不同的垃圾分类，分别
配备不同的垃圾收运车辆，同时与车
辆配备的司机和操作手也已完成招
聘、培训。”海口市玉禾田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伟介绍，该公司

主要负责海口市秀英区的垃圾收运工
作，目前该公司的垃圾分类桶、垃圾回
收车、垃圾转运站等都已配备完毕，逐
步按照新的垃圾分类标准和流程进行
垃圾收运工作。

6月1日起，儋州市机关单位、医
院学校、宾馆饭店等65家试点单位开
始试行生活垃圾分类。

在试点范围，环卫服务企业会
负责按照区域的不同，布置相应的
生活垃圾分类垃圾桶，按照不同的
单位，规定不同垃圾有不同的收集
运输时间。

为做好分类垃圾的运输，儋州市

环卫局采购了垃圾分类收运车，按照
“四分类”的要求进行收运，杜绝垃圾
落地，严禁混收混运。

儋州市环卫局还建立了垃圾分类
队伍，设4名垃圾分类管理员分管4
个片区，60名志愿者负责各点位垃圾
分类劝导工作。

儋州市垃圾分类管理员周志双
说：“我分管文化南片区，每天的工作
就是巡查点位、抽查考核，进行严格的
监督指导工作，确保志愿者能够按质
按量地完成垃圾分类工作。”

三亚市则在全市布置了6个生
活垃圾分类试点社区，鼓励有资质

企业积极参与分类收运工作，在试
点社区建设智慧垃圾屋，配备户用、
公用垃圾分类桶，要求环卫企业的
垃圾收运车辆按照不同分类要求更
新标识。

据介绍，三亚市的龙江、龙海、
林旺北、青田等 4个风情小镇试点
生活垃圾分类后，生活垃圾总投放
量为 17236.72 千克，其中分离出的
可 回 收 垃 圾 、厨 余 垃 圾 分 别 为
690.17千克、6155.5千克，生活垃圾
整体减量39.7%，这意味着处理后，
运往垃圾填埋场的生活垃圾减少了
近四成。

我省试点市县采购分类运输车、设置分类垃圾桶、增配收运人员

加快垃圾分类投放和收运体系建设
陵水人才驿站揭牌

打造拴心留人的“人才之家”
本报讯（记者梁君穷）为进一步扩大人才服

务覆盖面，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组织21家人才
“梧桐树卡”服务定点酒店、景区开展人才驿站挂
牌活动，充分发挥人才驿站在生活服务等方面的
作用，努力打造拴心留人的“人才之家”。

据悉，陵水整合县域资源，推行陵水人才“梧
桐树卡”服务模式，在交通便利、设施齐全的酒店
建立人才驿站，并以人才驿站为对接服务平台，构
建“政府+企业+人才”的服务模式，在陵水的人才
凭陵水人才“梧桐树卡”前往21家陵水人才驿站，
可享受低于市场同期价格的食、宿、游服务优惠。
同时充分发挥人才驿站“桥梁”和“中介”的平台作
用，积极做好人才登记及人才政策宣传等工作。

陵水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陵水下一
步将以人才驿站为平台，强化服务思维，扩大服务
范围，以此平台收集整理企业人才、技术供需信
息，为各类人才提供人才政策咨询、学术技术交
流、创业培训、人才食宿优惠等多项服务，积极为
在陵水的各类人才构建全方位服务体系。

全国重点网络媒体行
三亚专场推介会举办

本报三亚7月29日电（记者李艳玫）7月29
日，“自贸港建设看三亚”——2020全国重点网络
媒体行三亚专场推介会在三亚举办，该市多部门
联合向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家重点网络媒体的
记者编辑推介美丽鹿城。

当天下午，三亚市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办公
室、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中央商务区管
理局、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三亚市投资促进局等单
位负责人出席推介会，对三亚的重点招商方向、人
才政策和城市形象等进行整体推介。

三亚市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办公室副主任于
新荣介绍，三亚积极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一
是加快项目投资，以项目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二是推进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商务区等重
点园区建设，承接海南自贸港建设早期安排；三是
推进旅游消费提质增效，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核心区；四是大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夯实高质量
发展之基；五是大力推进制度集成创新，着力打造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六是狠抓各
类风险防控，坚决守住底线不走弯路。

此次“自贸港建设看三亚”——2020全国重
点网络媒体行活动由三亚市委宣传部主办，新海
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承办。

3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状况：全省18个市县（不含三

沙市）开展监测的 30 个在用城市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

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

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来水

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

为饮用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0年4月14日

2020年3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市县名称

五指山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文昌市

琼海市

定安县

三亚市

屯昌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389

1.411

1.502

1.506

1.523

1.541

1.554

1.558

1.588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市县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

万宁市

白沙黎族自治县

海口市

临高县

东方市

澄迈县

儋州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633

1.715

1.804

1.832

1.845

1.883

1.893

1.963

2.009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0年4月16日

按 照《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环境

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663-2013）和《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排名技术规定》（环办监测〔2018〕

19号）评价，今年3月，全省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100%，其中

优级天数比例为96.4%，良级天数比

例为3.6%。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市县

分别是五指山市、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和文昌市，排名靠后的市县分

别是昌江黎族自治县、儋州市和澄

迈县。2020 年 3 月全省 18 个市县

（不含三沙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见

右图：

2020年3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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