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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沣辰外滩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沣辰外滩位于海口市滨江路西侧。项目于2020年5月通过规
划许可，批建内容为3栋地上4-23层，地下1层商业、办公楼。现建
设单位申请对方案建筑层数、建筑单体平面功能及楼栋编号进行调
整，并采用装配式建筑建造，按照规定给予不超过地上建筑面积3%
进行奖励，拟奖励建筑面积1541.08m2。经审查，变更方案各项规划
指标符合控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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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至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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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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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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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滨江海岸三期（二期）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滨江海岸三期（二期）位于海口市海甸溪北岸东侧。项目于
2017年5月通过规划许可，批建内容为7栋地上2-31层，地下2层
商业、办公及住宅楼。现建设单位申请对方案地上机动车位布局和
14#楼建筑单体平面功能进行调整，并在地面增设消防登高面、楼梯
间和风冷热泵机组。经审查，变更方案各项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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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至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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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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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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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申请人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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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
条件：（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经
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
（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
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
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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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可于2020年9月10日至2020年10
月14日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或文昌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土地利用管理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
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2020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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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14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9月 29日8时30分至2020年10月16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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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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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要求:
（一）本次出让宗地属零售商业和旅馆项目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
得人须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
规定，在一年内动工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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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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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
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
年不满2年的，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
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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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

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零售商业和旅馆项目用地
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240万元/亩，不设定年度产值指标和年
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有关法规政策
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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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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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注册公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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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在文昌注册具有相应
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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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文国土储
（2015）-5-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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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
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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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
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二）
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定及时缴
纳土地出让金。（三）出让价款缴纳：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
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30天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
首付款，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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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
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九、联
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海口市国
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联 系 人：周先生 蔡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7789896368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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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土告字〔2020〕29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15)-
5-1(B)

地块位置 面积 土地用途 出让年限 主要规划指标 挂牌起始价（万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文昌市月亮
湾北部起步
区地段

54224.05 平
方米（折合
81.336亩）

40年

容积率≤1.2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
建筑限高为≤45米

13176.4442 7906

零售商业旅馆混合用地（其中
零售商业用地建筑面积不超
过80%，旅馆用地建筑面积不
低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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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几年前的《琅琊榜》到
去年的《庆余年》，再到今年关于网络
文学作品版权以及网文免费的讨论，
中国的网络文学如今愈发成为大众视
野中的热点。

近日，第四届中国“网络文学+”
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中国音像与
数字出版协会发布了《2019年度中国
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我们可以从中
一窥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现状。

《2019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
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产业自2013
年市场规模在持续平稳上升，2015年
市场营收规模达到最高增长率；2019
年，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营收规模达到

201.7亿元，同去年相比增长了26.6%。
2019年，线上网络文学作品累计

达到2590.1万部，较2018年新增148
万部，新增签约作品94.9万部。

报告还称，2019年，网络文学出海
仍以东南亚与欧美国家和地区为主。

目前，网文出海主要模式为翻译
出海。截至2019年12月，输出作品
数量已超过万部。其中，翻译作品数
量为3452部。报告显示，欧美国家用
户偏爱玄幻奇幻类，亚洲国家和地区
用户偏爱都市现实类。

报告显示，订阅收入较去年相比有
所下滑，从2015年的超过90%，下降到
2019年仅占68%，为近年占比最低。

在选择付费原因方面，题材类型与内容
质量仍旧是用户考虑付费的主要因
素。事实上，改编自网络文学作品的影
视作品已经在去年引发了“追剧热潮”。

以《庆余年》为例，2019年，改编自
同名网络小说的网剧《庆余年》在腾讯
视频和爱奇艺双平台总播放量突破
130亿次，今年还获得了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奖”两项大奖。类似的还有改
编自同名网络小说的《长安十二时辰》。

不过，相较于很多人印象中玄幻、
仙侠、穿越、历史等题材的网络文学作
品，在2019年获得IP改编的9656部
作品中，有61.5%为现实类题材。

2020 年上半年，有关“网文免

费”、平台与网文作者间的合同等问题
引发争议。这也让不少人开始关注网
文作者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的群体。

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
驻站作者数量达到1936万，较2018
年增长 181万，签约作者数量达 77
万。而在签约作者中，兼职作者占
60%。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尝试写作，
兼职写作有渐成主流的趋势。

将近2000万的网文作者都是谁？
报告给出了这样的“画像”：有超

过六成网文作者分布在二三线城市；
女性作者数量已超越男性；学历主要
集中于大学本专科；“90后”年轻作者
占比达44.6% ，已成为创作主力军。

网文作者平均每日创作时长为
4.5小时，网络文学平台日均更新1千
余万字，作品创作平均周期近一年。

而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为5133.7
元。记者注意到，报告图表显示，超4
成作者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只有少
量作者月收入平均上万元，另有极少
数作者可以收获2万元至3万元以上。

男性作者偏爱创作都市职场与
玄幻奇幻类作品，女性作者偏爱创作
现代言情类作品；“70前”作者偏爱
历史军事与年代文，“80/90后”作者
偏爱创作都市职场与玄幻奇幻类作
品，“00后”作者则偏爱创作二次元
类作品。 （中鑫）

中国网络文学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近2000万网文作者都是谁？

关注海南竞技体育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从今年初到现在，由于受疫情影
响，海南省冲浪队没有参加过国内和国
际比赛，原定的2020年世界冲浪锦标
赛也延期举行。国内冲浪锦标赛最早
也要到年底重启。不过，尽管没有参加
正式比赛，但海南冲浪队没有闲着。技
术、体能训练一项都没有少。训练之
余，队员们还自觉学习英语。

海南冲浪队成立3年多，目前有
63名队员，其中运动健将45人。队员
年龄最大的 20 多岁，最小的才 12
岁。海南冲浪队主教练马福来透露，
为了检验训练效果，海南队每月进行
一次队内对抗赛。在海南训练的国内
10多支冲浪队每个季度要举行一次

“国内模拟对抗赛”。“可别小看这项队
内比赛，海南队队员们你争我赶，每个
月比赛的冠军获得者都会易主。这证
明比赛进行得非常激烈。”马福来说。

疫情对海南冲浪队的训练造成
了不小的影响，万宁日月湾有浪的时
候是每年10月到次年3月，3月以后
日月湾不太适合专业队训练。海南

队每年3月后都要到泰国或者印尼
训练。今年国外疫情严重，海南队只
能在万宁日月湾冲浪基地封闭训练。

今年国内冲浪队训练和往年不
一样，国家体育总局要求各支运动队
强化体能训练。在半年多的训练中，
海南冲浪队按照体育总局的要求，不
折不扣地加大了体能训练。马福来
透露，海南队的体能训练因队员的年
龄而异，18岁以上的队员以力量和速
度训练为主，12岁至18岁的队员以
柔韧性、灵敏和协调性训练为主。经
过半年多的苦练，海南冲浪队的队员
们体能上了一个台阶。

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多个项
目的专业队中，海南冲浪队的队员们
英语功底是最好的。2017年3年，海
南冲浪队成立后，队员们就开始学习
外语。马福来说，海南冲浪队一直聘

请了一名美国教练和一名澳大利亚教
练。为了能和外教沟通，海南冲浪队
成立了外语培训班，老师先从口语教
起。马福来说：“冲浪队内的外语氛围
很浓，队员们平时生活中能说英语就
大胆说英语。有10几名队员能和外教
无障碍沟通，20多名队员用英语应付
日常生活问题不大。”不过，刚开始学习
英语的时候，不少队员遇到了困难，比
如今天学会的单词第二天就忘了，见
了外教羞于开口，队友之间用英文打
招呼感觉很别扭。慢慢的，海南冲浪
队队员们进入了角色，把学英语当成
训练之外的第二大任务。冲浪队的队
员们大都下载了英语口语软件，队长
赵远宏、黄莹莹、董可馨还花4000元
至1万元不等上英语视频课。“海南冲
浪队内学英语蔚然成风，值得点赞。”马
福来说。

海南冲浪队这半年可没闲着

苦练技术和体能 学习英语蔚然成风

海南冲浪队队员在浪尖上“起舞”。 冲浪队供图

文昌举行助学奖教晚会
本报文城9月6日电（记者李佳飞）9月5日

晚，文昌市冯坡镇2020年助学奖教晚会圆满举
行。冯坡镇教育慈善会今年共筹资108万元，晚
会现场资助了49名困难学子，奖励142名优秀学
子和优秀教师共32万元。

冯坡镇教育慈善会成立以后，致力于营造“汇
聚中坚力量、全民参与助学、人人奉献爱心、壮大
慈善事业”良好氛围，截至目前，共筹得善款450
多万元，助学奖学1505人次。

9月6日，在2020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
轮比赛中，小威廉姆斯以2：1逆转同胞史蒂芬斯，
晋级16强。 新华社发

2:1逆转史蒂芬斯
小威挺进美网16强

海南亲水运动季少数民族
嬉水嘉年华白沙举行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王黎刚）2020年
海南亲水运动季少数民族嬉水嘉年华6日在白沙
黎族自治县文化公园举行。来自省内外的600余
名游客相约白沙，与白沙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一
起畅享嘉年华，嬉水齐狂欢。

为期两天的活动除了仲夏嬉水狂欢、泼水运
动会、非遗展示等主题内容外，还有打木节、射
箭、鸡毛毽等一系列具有黎族苗族传统特色的体
育运动项目，以及摘花、打狗归坡、打陀螺、跳竹
竿、投壶、水中巧采槟榔等黎族苗族同胞的传统
游戏项目。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旨在借助嬉水
嘉年华活动，进一步宣传和弘扬黎族苗族优秀传
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