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建住宅小区新建住宅小区
自 2020 年 5 月 8 日起新申请

办理施工图审查手续的住宅小区
截至2020年5月8日，已办理施工图审查

手续，但尚未竣工验收的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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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孩子的天赋，培育各行业精
英”！8月31日的清晨阳光明媚，高米
国际中大班孩子重归幼儿园的怀抱，在
老师们的指引下，分批次接受体温测
量、洗手消毒后有序进入班级教室，开
始了一天的正常活动。小班新生勇敢
地放开爸爸妈妈的手，开始了他们第一
次的幼儿园集体生活。虽然也会有宝
宝因焦虑和紧张哭泣，但在老师的耐心
安抚下，他们很快平复情绪，愉快地参
与游戏。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快适应幼
儿园的生活节奏。

高米国际幼儿园坐落于海口椰海大
道中海锦城小区旁，园所按哈佛大学和
剑桥大学的相关标准耗资亿元打造，由
日本设计师匠心设计，原木地板及色系
空间注重人文与环境的结合，还有中央
空调、新风系统、品牌安全可靠的油漆、
全进口教具、“五无厨房”等硬件设施，在

细节之处以品质呵护宝贝健康。
高米国际幼儿园改变传统教学方

法，研发改良欧美的中英文TIB主题探
究课程，注重向幼儿介绍与分享各国、各

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文化习
俗。在深入了解这些国家历史文化背景

与人文精神的基础上，选取有代表性、差
异性同时又符合幼儿认知需求的文化内

容传递给孩子们。让幼儿在日益多元化
的社会文化交往中，立足于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根基，同时懂得尊重与包容他
国文化。2019年，高米国际幼儿园与史
丹福国际幼儿园缔结为姐妹学校，为教
学、人才交流搭建桥梁。

高米国际幼儿园作为一家拥有来自
多个国家的老师和学生的国际化幼儿
园，通过建立双园长精细化管理机制，提
升教学质量。该园正、副园长均为师范
院校本科毕业及在一线城市示范性幼儿
园任职多年的骨干教师，外籍教师均来
自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同时，该园严选
主副班老师，做幼儿学习上的引导者。

给孩子一个精英教育的起点！在高
米国际幼儿园，孩子们将学习荣誉、责
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先锋精神，成为
有责任感、挑战精神、国际主义精神的世
界小公民。

第196期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播出

分享农村电商
助农增收经验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陈蔚林）8月31
日晚播出的第196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邀
请到了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党委书记张惠红
和大家分享该镇发展农村电商，助农增收奔小康
的经验做法。

张惠红表示，2017年9月，“互联网小镇特色
农业展示中心”在十月田镇挂牌成立，经过近3年
的发展，十月田互联网农业小镇已初步发展为昌
江品牌农业的重要形象窗口。

张惠红介绍，十月田镇发展农村电商主要有
4点经验做法：一是应运而生，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二是顺势而为，发挥互联网优势，畅通农产
品销路；三是牵引融合，指导农户打造品牌，挖掘
农产品价值；四是推陈出新，建立脱贫攻坚“惠农
超市”，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高米国际幼儿园开学了！

高米国际幼儿园园长江露璐、副园长吴双与全体师生开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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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
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
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
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求：凡在万宁市境
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置
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该宗地拟用于
装配式项目建设。竞买人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万宁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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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
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制和耕保组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0
年9月3日-2020年9月28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全额支付竞买保证金，挂
牌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2020年9月28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0年9月18
日8:00时；截止时间：2020年9月30日9:30时；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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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竞买活
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受
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30至11:30 ，下午14：30
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安置
补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
求；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
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
纷。2、土地出让控制指标：工业投资强度指标应为≥34.67万元/亩。项
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出让
指标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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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
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等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
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采用装
配式方式建造。4、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
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咨
询电话：0898-62217899；联系人：陈先生；查询网址：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20-
23号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万宁市礼纪镇群坡
村高速路口东侧地段

面 积

2.7159 公 顷
（合40.74亩）

出让年限

50年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

0.8≤容积率≤1.5；建筑密度≥3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24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1057

竞买保证金（万元）

1057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
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
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求：凡在万宁
市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
闲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竞买人需
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万宁市科技和工业信息产业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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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
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万宁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制和耕保组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
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0年9月
1日-2020年9月28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全额支付竞买保证金，挂
牌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在2020年9月28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0年9月21日
8：30时；截止时间：2020年9月30日11时。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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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竞买活

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30至11:30 ，下午14：
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安
置补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要求；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
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
纷。2、土地出让控制指标：工业用地投资强度指标应为≥44万元/
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
以上出让指标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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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
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号）等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
在5万平方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
筑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4、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
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
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咨
询电话：0898-62217899；联系人：陈先生；查询网址：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日

地块编号

万 让 2017-
24-1(E)号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万宁市后安
镇水声水库地段

面 积

4.1735公顷
（合62.6亩）

出让年限

50年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

1≤容积率≤1.5；建筑密度≥3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24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1632

竞买保证金（万元）

1632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走向我们的

■ 本报记者 袁宇

“滴！滴！”8月29日7时许，万
宁市礼纪镇太阳村村民李学春如往
常一样将垃圾清运车停稳在村道边
后摁响了喇叭，提醒一户农户将家
中的生活垃圾提出来倾倒。他是村
里的专职垃圾清运员，每天驾驶垃
圾清运车到各个村民小组收集生活
垃圾。

“你看，我们村这么整洁，里面也
有我一份功劳哩。”李学春指着干净
整洁的村道笑着说，然后仔细地将放
置在村道边的垃圾桶清空后放回原
处，再清扫干净地上散落的垃圾。整
洁的村道两旁，火红的三角梅绽放，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太阳村人居环境的变化村民们
都看在眼里。“我们这里不仅村道全
部硬化了，村道两旁还种上了三角
梅，花开得红艳艳的，很好看。”太阳
村村民吴俄丰回忆，过去该村不仅

有很多黄土路，垃圾桶的数量也很
少，久而久之，村民们养成了随地丢
垃圾的坏习惯。“去年，村里持续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村民们的观念转
变了，现在大家都觉得‘讲卫生光
荣、不讲卫生可耻’，很少有人乱丢
垃圾。”吴俄丰说。

村里的可喜变化是怎么来的？
太阳村村民都认为是村党支部带头
带得好。近年来，太阳村党支部不断
加强自身建设，以党建引领人居环境
整治、产业发展等各项工作，先后获
得“先进基层党组织”“村‘两委’班子
绩效考核第一名”“五星级村级党组
织”等荣誉。

太阳村党支部书记吴俄权介绍，
该村党支部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每
个月主题党日活动的固定主题之一，
安排村里的6个党小组包点负责不
同片区，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党员干部不能光说不做，必须

让村民看到行动。”吴俄权说，平时
该村党员干部带头落实“门前三包”
制度，打扫房前屋后卫生，动员家人
参与各村民小组的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让村民们看到实际行动，感受到
身边的变化，最终吸引大部分村民
参与进来。

“别人都把庭院打扫得很干净，
你家不扫也不好看。”太阳村第四村
民小组组长黄亚和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通过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动作
用，该村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
极性提高了，“2018年底，村党支部
又将村规民约进一步细化，通过发布
环境卫生‘红黑榜’表扬先进，鞭策后
进，进一步调动大家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的积极性。”

太阳村党员干部在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中的良好表现，折射出该
村党建工作水平。海南日报记者
在该村村委会党员活动室的党员
风采墙上看到，该村 64 名党员主
动亮出身份，晒出承诺，接受群众
监督。

“做好党建工作，是做好其他工
作的基础。”吴俄权介绍，该村党支部

坚持打造学习型党支部，通过认真落
实“三会一课”等要求，常态化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
“守初心、强基层”专题活动，增强党
员干部的担当意识。

2016年，在太阳村党支部的动
员下，该村18名党员牵头成立万宁
市金太阳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发展
壮大波罗蜜种植产业，带动村民增
收，实现年销售收入约249万元，并
将利润的10%作为村集体收入。

“有了村集体收入，村党支部就
有了为村民办实事的经济基础。”礼
纪镇党委组织委员蔡育宏介绍，2019
年以来，太阳村党支部发动党员干部
群众，筹集美丽乡村及“村村通”道路
建设专项资金约200万元，先后新
建、改造了约3公里村道，在村道两
旁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建起了宽敞明
亮的农家书屋，明显改善了村民的生
活条件。

“目前，太阳村波罗蜜园项目正
在加紧建设中，该项目建成后，预计
每年可为太阳村增加50万元的村集
体收入。”蔡育宏说。

（本报万城8月31日电）

万宁太阳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整治村庄环境、发展波罗蜜产业

跟着支部走 拥抱好生活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张
期望）近日，《海口市新建在建住宅
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和管理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根据
《意见》，今后海口市新建在建住宅
小区供配电设施专项验收合格后，
将移交供电企业负责运行、维护和
管理。

《意见》明确，新建住宅小区是

指自2020年5月8日起新申请办理
施工图审查手续的住宅小区；在建
住宅小区是指截至 2020 年 5 月 8
日，已办理施工图审查手续，但尚未
竣工验收的住宅小区。住宅小区供
配电设施是指从电网电源点起，至
住宅小区住户入户开关出线侧处，
以及项目小区公用配电房内公共设
施和经营性用电出线侧处止的供配

电设施（不含供配电设施用房和通
道的土建部分）。

根据建设标准要求，新建在建住
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应遵循“一户
一表、供电到户、抄表到户、收费到户、
服务到户”的原则，工程设计、施工和
监理等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相
关技术标准开展。

《意见》要求，住宅小区供配电

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
步施工、同步投入使用。其供配电
设施由建设单位按建设程序、相关
技术标准组织建设，并对工程质量
承担主体责任。新建在建住宅小区
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
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
供电企业等有关单位进行供配电设
施专项验收。

新建在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
专项验收合格后，将移交供电企业
负责运行、维护和管理，建设单位与
供电企业签订移交协议。抄表到户
后，供电企业将定期抄读客户用电
计量装置记录，直接向终端用户收
取电费。

《意见》自8月21日公布之日起
施行，有效期一年。

海口新建在建住宅小区将抄表到户
供配电设施专项验收合格后移交供电企业管理

海南本周前中期多阵性降水

后期最高温达37℃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符晓虹 李凡）海南日报记
者8月31日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
解到，预计海南本周前中期多阵性降
水；后期降水范围明显减小，西北半部
局地有高温天气。

陆地方面，预计8月31日至9月4
日，受季风槽影响，全岛多云，大部地区
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 32～
35℃。9月5日至6日，受偏南气流影
响，全岛晴间多云，北半部局地午后有
雷阵雨，南部局地有小阵雨。最高气温
西北半部地区 34～37℃，其余地区
32～35℃。

16
还有

天

9月17日—20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西海岸）

招商热线：18608998658

我省228条客运班线
今起调整票价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麦世晓）海南日报记者8月31日从海汽集团获
悉，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发改委近日联合印发
的《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精神，海汽集团计划从9月1日起对部
分客运班线票价进行调整。

目前，全省各汽车客运站已提前7日向社会
公布拟调整票价的客运班线新票价。海汽集团本
次共有16家分公司228条线路参与调整票价，票
价上调最多的客运班线为金江至三亚线，现执行
票价77元，拟调整票价为90元，上调13元；票价
下调最多的客运班线为陵水至文昌线，现执行票
价46元，拟调整票价为40元，下调6元。

本次客运班线票价调整，省际客运班线票价
暂不进行调整，农村客运班线价格继续实行政府
指导价。

长期以来，我省道路运输客运票价一直执行政
府指导价，票价已多年未上调。近年来，随着交通运
输行业人工成本、运输成本等逐年增加，竞争更加激
烈，道路运输企业经营变得越来越困难。为适应交
通出行多元化竞争的需要，我省自9月1日起放开
省际和市县际班车客运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海汽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稳妥推进道路运
输客运价格放开工作，对维护旅客和道路运输经
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道路客运行业健康发展有
现实意义。该公司将按照《通知》要求，在每次调
整客运票价时，至少提前7日在汽车客运站、便于
公众阅知的售票渠道等向社会公布拟调整的客运
班线票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