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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李德兴因保管不善，将昌集用
（2010）第昌化3554号《集体土地
使用证》证书遗失，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书作废。

声明人：李德兴
2020年8月26日

遗失声明
三亚戴伦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和法人
（曹懿）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冯所倫遗失座落于大致坡圩琼
东南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琼山市国用(大致坡)字第0697号,
声明作废。
●本人赖彩香不慎遗失海南恒大
美丽沙项目1415地块1号楼2105
房收据，编号:HN3047313，声明
作废。
● 王 心 平 （ 身 份 证 号 ：
410204197410093022）遗失坐落
于海口市海甸五西路78号美丽沙
花园 D2-1601 房的不动产权证
（房 产 证），不 动 产 权 证 号 ：
HK196980，声明作废。
●儋州桂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本人陈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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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联），编号：000711，
金额1000元整，以及购车合同（蓝
联）一份，编号：0000468，声明作
废。
●袁超在2020年8月22日不慎遗
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81198410099542，特此声明。
●海南成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0680001， 账 号 ：
267520318787，声明作废。
●海南成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符昌保）私章一枚，声明作
废。

公告
文昌市文城污水处理厂管网延伸

工程于2013年10月02日开工建

设，2018年02月02日工程全部完

工，并于2019年7月审计完毕，现

予以发布公告，如有债权债务等相

关事宜，请于公告发布30日内与

华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联系，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洪城路6

号 2 幢A 座 1601 号。逾期未来

者，公司将不予处理。联系人：郑

先生。电话：13976116609

公告
文昌市文昌江城北河防洪整治工

程（横山渡桥至下园水闸段）I标段

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开工建设，

2015年9月30日工程全部完工，

并于2017年 8月审计完毕，现予

以发布公告，如有债权债务等相关

事宜，请于公告发布30日内与吉

林省水利水电工程局集团有限公

司联系，公司地址：长春市朝阳区

宽平大路1346号。逾期未来者，

公司将不予处理。联系人:郑先生

电话:13976116609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昌江分公司遗失琼D53625客
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琼
运班字:03507号一张,声明作废。

●杨俊丰、王琴玉不慎遗失海南绿

地城繁华里C一01A093车位（金
额45000元）购房款车位收据一
张，编号：6003512，开票日期：
2020 年 1月 15日。特此声明作
废。

●五指山廉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行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3486903，声明作废。

●三亚成恩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14602001033513，声明作
废。

●海口钧鼎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彭文倩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白金海岸二期32栋1304
房（100000元）购房款收据一张，
编号：20711975，特此声明作废。

●叶琼凤遗失座落于定安县龙湖

镇居丁墟西南部编房产权，证号：
房权证龙湖镇字第0006414号，声
明作废。

●叶琼凤遗失座落于定安县龙湖

镇居丁贸街南侧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定安国用（2011）第17号，声
明作废。

●海南银瑞财务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在2020年8月17日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本人邢增乐不慎遗失在三亚中
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定
金 收 据 一 份（蓝 联），编 号 ：
000626，金额1000元整，以及购
车 合 同（蓝 联）一 份 ，编 号 ：
0000388，声明作废。
●海南大华园律师事务所蒋佩瑾
律师于2020年8月25日遗失了由
海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
执 业 证 号 为
14601201911089821，流水号为
11008855，声明作废。
●杨红梅不慎遗失乐东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江南乐居A1
栋502房款收据2张，票据号为：
0002783（ 金 额 10000 元 ）、
0002832（金额47989元），特此声
明作废。
●苏全芳遗失蓝洋农场场部国有
土地使用证一本，证号:儋国用(蓝
洋)字第20815号，现声明作废。
●苏全芳遗失蓝洋农场场部国有
土地使用证一本，证号:儋国用(蓝
洋)字第10000号，现声明作废。
●儋州市中和镇水井村委会卫生
室不慎遗失民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 副 本 一 本 ， 证 号:
52469003062347042F，现特此声
明。

公告
文昌市文昌江城北河防洪整治工
程（横山渡桥至下园水闸段）II标
段于2014年8月16日开工建设,
2018年11月2日工程全部完工,
并于2020年 7月审计完毕，现予
以发布公告，如有债权债务等相关
事宜，请于公告发布30日内与江
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联
系，公司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
谱区何坊西路333号。逾期未来
者，公司将不予处理。联系人:郑
先生 电话:13976116609

遗失声明
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工会委
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6410005523304，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唐菊花餐饮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106600540185，声明作废。
●海南中教智明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公安局刻章备案证明，声明
作废。
●海口宝特利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司遗失（车牌号：琼A6868学）的
营运证，证号：460100069661，声
明作废。
●许烜瑀遗失定安南海投资有限
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 自 开 ） ，发 票 代 码 ：
246001590619，发 票 号 码 ：
00102012，金额：106636元，声明
作废。
● 陈 黄 莺 ( 身 份 证 号 ：
460002197903040047)遗失海南
省 行 政 执 法 证, 编 号 ：HN-
QH1825007(c),特此声明。
●刘宇轩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E区三组团C3#
1211 产证费用收据一张，编号:
2351371，金额:33241元，声明作
废。
●海口羽尘电脑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行现需处置一批报废电脑、显示
器、打印机、扫描仪、UPS主机等电
子设备，有意者请在登报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参加竞价购买，联系电
话：66562073

终止拍卖公告
因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全部债务，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通知我司
对原定于2020年 8月 26日上午
11:00拍卖的海口市城西镇苍峰
路东侧3688.06平方米科教用地
使用权【琼（2016）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13944号】终止拍卖。特此
公告。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5日

股权变更公告
海南文龙实业有限公司现新股东
于2020年08月26日已完成对该
公司的100%股权收购。现公司特
此声明：如于2020年08月26日之
前与该公司黎昌军先生，黎秀丽女
士有任何债务，债权及所有产权有
纠纷或异议者请于登报之日起十
五日内与苏先生联系，手机号:
19163600493，特此公告。

海南文龙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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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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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历史问题办房产证13398906680

法务咨询

高价回收空调、旧货13976906892

回收旧货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租

为扎实推进海口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落实好职业技能鉴定（等级
认定）补贴发放工作，现将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指南通知
公告如下：

一、办理依据
1、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海南省

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琼财社规
〔2019〕7号）

2、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关于印发《海南省职业技能提升业务办
理操作规程》的通知(琼人发〔2019〕119号）

3、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海南省
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琼财社〔2019〕152号）

二、补贴对象
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专项能力考核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等符合条件人员。
三、补贴标准
按照不高于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据实补贴。每人每年分

别享受不超过3次，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
附：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

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表
执行：琼价费管〔2017〕488号 单元：元/人.次

四、受理单位
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五、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日可受理
六、办理方式
根据申请主体类别分两类：个人申请与机构申请。
1、个人申请
补贴对象自费参加鉴定或考核的，取得证书后，应提供以下材料：
（1）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表（个人自费）；
（2）基本身份类证明复印件；
（3）鉴定考试缴费发票复印件。
相关表格可自行下载，地址如下：
http://hrss.hainan.gov.cn/hrss/zybgxz/202004/

4a68fdb854c441f6977d823445455be5.shtml
经申请、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按规定将补贴拨付到申请人社会保

障卡账户。
2、机构申请
培训机构或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垫资组织补贴对象参加鉴定或考核

的，取得证书后，应提供以下材料：
（1）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表（机构垫资）；
（2）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合格人员花名册；
（3）鉴定考试缴费发票复印件；
（4）成绩花名册复印件;
（5）机构申请电子版材料：公示表（电子版）和海南省职业技能鉴

定/专项考核花名册。
相关表格可自行下载，地址如下：
http://hrss.hainan.gov.cn/hrss/zybgxz/202004/

ec6481e5c51b42d199a3c3c49610f5e6.shtml
经申请、审核、公示无异议后，按规定将补贴拨付到机构账户。
七、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66764406
办理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西沙路4号劳动大厦六楼大厅

海口市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宣

项目级别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专项职业能力

职业技能鉴定
理论知识考试费
A类
35
35
35
35
35

120

B类
35
35
35
35
35

C类
35
35
35
35
35

操作技能考试费
A类
300
360
430
480
480

B类
230
280
350
400
400

C类
200
230
270
320
320

综合评审费

200
300

海口市职业技能鉴定（等级认定）补贴申请指南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市长秀片区（B区）控制性详细规划》E1001地块局部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建立健全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妥善解决好本地居民

住房问题，提升本地居民获得感、幸福感。经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局按
程序启动了长秀片区E1001地块局部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
工作日（2020年8月26日至2020年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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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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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
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
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
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人：符菁。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8月26日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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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
至2020年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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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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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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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6日8时30分至2020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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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2020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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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与出让人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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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号文，该宗地属旅馆
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主管部门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批准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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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号地块拟建设项目产业
类别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36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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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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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
见的复函》，该宗地的竞得方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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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313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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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

出让人
文昌市文城镇新井村民委员会新
井一、新井二、新井三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32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新井村委会新
井一、二、三村村庄范围内

面积（m2）
55684.00（折
合83.526亩）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商
服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8；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建筑限高≤6层
挂牌起始价（万元）
5679.768（折合
1020元/m2）

竞买保证金（万元）

3408

文集土告字〔2020〕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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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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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6日至2020年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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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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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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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6日8时00分至2020年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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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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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出让人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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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号文，该宗地属商业设施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
筑风貌，并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自然
资源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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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号地块建设项目产业类别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
低于42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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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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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855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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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

出让人
文昌市文城镇大潭村民
委员会排田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37号

地块位置
位于文昌市文昌大
道东侧排田村地段

面积（m2）
5602.88（折合
8.404亩）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商
业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8；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建筑限高≤24米

挂牌起始价
1965元/平方米（折
合131万元/亩）

竞买保证金（万元）

661

文集土告字〔2020〕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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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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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
31日至2020年0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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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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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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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16日08时00分至2020年09月28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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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
28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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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与出让人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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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号文，该宗地属零售
商业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主管部门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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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以及不履
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文
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

的全部或部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集体建
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参照国
有闲置土地的处置规定，依法收缴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
开工建设的，无偿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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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号地块拟建项目产业类别等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
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36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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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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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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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根据《文昌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文集建试（2020）-4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
见的复函》，该宗地的竞得方应 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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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女士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672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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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

出让人
文昌市文城镇名门村民
委员会石马沟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20）-4 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迈
号石马沟地段

面积（m2）
41788.00 平方米
（折合 62.682 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商服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8；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建筑限高≤6层

挂牌起始价
4575.786万元

（折合1095 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2746

文集土告字〔2020〕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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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