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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琼01执499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20）海仲案
字第97号裁决和权利人的申请，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执行申请
执行人邱晓雯、陈清海与被执行人海南金地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邱晓雯、陈清海向本院
提出申请，请求本院评估拍卖被执行人海南金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名
下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西侧丁村第一生产组北侧迎宾嘉园B（2）#楼
栋18层1802房、D（5）#楼栋4层401房。因被执行人海南金地房地
产开发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上述房产
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
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
产。特此公告。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
570206；联系电话：0898一36660513 联系人：唐平

二○二○年九月九日

根据《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管理暂行规定》《海南省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调动规定（试行）》（琼人社发〔2018〕518号）等有关规

定精神，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决定面向有关单位公开选调海南

省科技创新发展服务中心领导岗位2名。

选调的范围和职位：面向全国科技行政管理系统、科研院

所、高校和医疗卫生系统科研管理部门公开选调海南省科技创

新发展服务中心领导岗位2名。其中，主任（正处级）1名、副主

任（副处级）1名。

选调对象：具有科技管理相关工作经验的公务员或事业单

位在编在岗领导、科研、管理人员。

报名基本条件、岗位条件、选调程序和组织实施等信息请

登录海南省科技厅官网（http://dost.hainan.gov.cn/xxgk/

xxgkzl/xxgkml/202009/t20200917_2851867.html 海南省

科技创新发展服务中心领导干部选调公告）详细了解。

咨询电话：0898-65319927（海南省科技厅办公室）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0年9月16日

海南省科技创新发展服务中心
领导干部选调公告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
1、上述地块应用于发展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采用带设计方案

出让，竞得人须按照《安居型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详见《儋州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相关要求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开工
时间为2020年10月底前。

2、安居型商品住房套型建筑面积原则上大于90平方米小于100
平方米，并实行全装修（装修标准为800元/平方米）和采取装配式建
筑的方式建造。

3、销售对象：根据《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明确王桐王龙
安居房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及销售对象的反馈意见》确定该宗地安居
型商品住房销售对象为：

（1）本市教育人员和医务人员（具体条件详见挂牌手册）。
（2）2020年3月7日前已在本市城镇落户，其家庭成员（含本人、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下同）在本省城镇无住房和无购房记录的，或在
本省城镇拥有1套住房且人均住房面积低于20平方米的。

（3）2020年3月7日后在本市城镇落户，其家庭成员在本市累计
缴纳36个月及以上个税和社保，累计实际居住540天及以上，且在本
省城镇无住房和无购房记录的，以在本省城镇拥有1套住房且人均住
房面积低于20平方米的。

（4）未在本市城镇落户，其家庭成员在本市累计缴纳60个月及以
上个税和社保，累计实际居住900天及以上，且在本省城镇无住房和
无购房记录的。

（5）已在本市城镇落户，本人在本市累计缴纳24个月及以上个税
和社保，累计实际居住360天及以上，且其家庭成员在本省城镇无住
房和无购房记录的，或在本省城镇拥有1套住房且人均住房面积低于
20平方米的。

（6）未在本市城镇落户的各类引进人才，本人在本市累计缴纳36
个月及以上个税和社保，累计实际居住540天及以上，且其家庭成员
在本省城镇无住房和无购房记录的。

（7）由省外整体迁入海南的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的随迁员工，本
人在本市累计缴纳12个月及以上个税和社保，累计实际居住180天
及以上，且其家庭成员在本省城镇无住房和无购房记录的，或在本省
城镇拥有1套住房且人均住房面积低于20平方米的。

（8）经认定的综合型总部企业，符合我省规定的引进人才标准的
员工，本人在本市累计缴纳12个月及以上个税和社保，累计实际居住
180天及以上，且其家庭成员在本省城镇无住房和无购房记录的。

（9）经认定的区域型总部、高成长型总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国际
组织（机构）地区总部或重大招商项目单位，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执业资格
的员工，本人在本市累计缴纳12个月及以上个税和社保，累计实际居
住180天及以上，且其家庭成员在本省城镇无住房和无购房记录的。

（10）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以及聘期在3年以上
且已在本市服务1年以上的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且其家庭成员在本
省城镇无住房和无购房记录的。

（11）公开招录、公开选调、调任、转任到本市（含中央驻琼单位和
省直单位）的公务员，以及通过公开招聘或组织调动等形式进入本市
事业单位（含中央驻琼单位和省直单位）、法定机构的工作人员，本人
在本市累计缴纳12个月及以上个税和社保，累计际居住180天及以
上，且其家庭成员在本省城镇无住房和无购房记录。

4、销售价格：根据海南省人民办公厅《关于开展安居型商品住房
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琼府办[2020]21号），安居型商品住房建
设不受本市年度商品住宅实施计划限制。该宗地拟采用“限房价、竞
地价”的方式进行公开挂牌出让。根据《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
于明确王桐王龙安居房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及销售对象的反馈意见》

确定安居型商品住房销售价格7900元/平方米。
5、该宗地安居型商品住房实行现房销售制度,按《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原建设部令第88号)有关规定执行。
6、该宗土地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500万元/亩。
7、其他未尽事宜，按《土地管理法》、海南省人民办公厅《关于开

展安居型商品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琼府办[2020]21号）
等省、市安居房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三、竞买事项：
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不接受个人及联合体竞
买；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
提供的相关文件。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
地挂牌出让：（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
改正的；（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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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信被执
行人；（4）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
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
地、违法建设行为人。

2、挂牌期间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竞买人在同
等条件下竞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
活动结束，竞得人应当场与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挂牌出让
成交确认书》。后续应按法律、法规规定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
《儋州市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

3、申请人可于2020年9月18日至2020年10月9日到儋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厅3号窗
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

4、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9日16:00 时(北
京时间)。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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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17：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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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挂牌时间：2020年10月10日上午8：30至2020年10月19日
16：00 。

7、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8、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9、该宗地属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
位、地上附属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
合土壤环境质量。该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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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

10、挂牌出让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
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11、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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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儋州市中兴大道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陈先生 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23881390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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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8日

地块位置
儋州市北部新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J01-11地块

地块面积

37.429亩
（24952.6平方米）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兼容10%零售商业）

出让年限

7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建筑容积率≤3.2；建筑密
度≤30%；绿地率≥40%；
建筑高度≤80米。

挂牌起始价（元/平方米）
土地单价 3841 元/平方
米，楼面地价 1200 元/平
方米，总价9584.2937万元

保证金（万元）

5750.5762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20〕16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市北部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J01-11地块

24952.6平方米（37.429亩）（大地2000坐标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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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方式：根据受让方征集情况，确定交易方式。若只征集到一名意向受让方，采取挂牌方式交易；若征集到两名以上意向受
让方，采取拍卖竞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20年9月18日至2020年10月21日。
四、竞资格及其他要求：
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满足以下条件的均可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

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按照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
2.提供时点在公告期间不低于人民币800万元的银行资信证明，并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29万元。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且符合竞买人资格与要求的，出让人及其委托的交易机构在报名有效期内确认其竞买资格

并出具《竞买资格确书》。
五、保证金缴纳及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10月20日17:00时（以到账为准）。保证金账户名称：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开

户行：建设银行儋州支行营业部；账号：4605 0100 6236 0000 0184。
六、挂牌期报价时间：2020年9月18日8:30至2020年10月22日11:00时。
七、挂牌现场会时间及地点：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0年10月22日上午11:00时；挂牌现场会地点：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开标室（1）（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怡心花园D15号）。
八、获取挂牌文件地址及方式：申请人应于规定时间内到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06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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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智能化深远海养殖示范区项目海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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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8日

项目名称
儋州市智能化深远海养殖
示范区项目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儋州市海头港北侧海域的
海头-观音角农渔业区内

用海类型

渔业用海

用海方式
开放式养
殖用海

出让面积（公顷）

190

用海期限（年）

10

挂牌起始价（万元）

761

保证金（万元）

229

儋州市智能化深远海养殖示范区项目海域使用权
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权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
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儋州市智能化深远海养殖
示范区项目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宗海基本情况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愿10月底前交权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法耶兹·萨拉杰16日晚在电视讲话中说，愿意在10月底前将权力移交下一任行政当局。

萨拉杰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
说，利比亚的政治、社会局势正在严
重极化，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变得
愈发困难。

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
利比亚两大势力割据对峙。2015
年12月联合国牵头达成一份政治
协议，民族团结政府依据协议组建，
萨拉杰出任总理。

去年4月，军事强人哈利法·哈
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向的黎波里
发起进攻。今年6月，民族团结政府
武装在土耳其支持下将“国民军”从
的黎波里及一些西部城镇逼退，双方
在重要石油出口港口城市苏尔特一
带对峙至今。

“国民军”今年1月开始封锁利
比亚石油出口，相当于切断全国主
要收入来源，近几个月民众生活水
平恶化，断电缺水成为常态，引发民
众不满。

在的黎波里，民族团结政府内
部矛盾在民众压力下凸显。的黎波
里和利比亚东部地区13日均发生
抗议活动。人们要求改善生活条
件、治理腐败、举行选举等。国民代
表大会支持的、由阿卜杜拉·萨尼担
任总理的政府当天宣布辞职。

矛盾丛生

国际社会近期向利比亚双方施
压，要求他们在苏尔特停火，朝着举
行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方向努力。

利比亚冲突双方8月21日突然
宣布停火，本月派代表团在摩洛哥举
行和平谈判。谈判就一项协议初步
达成一致，协议目标包括在苏尔特去
军事化，18个月内举行选举。

萨拉杰16日说，新政府和新总
理人选将在后续和谈中确定，他希望

代表团尽快提名各项人选，“和平、顺
利地实现权力交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6日
说，利比亚需要更新现有的权力机
构，同时向着举行选举的方向前进。

一名联合国发言人告诉德新社，
联合国和德国政府计划10月5日举
行一次利比亚问题线上峰会，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多国外交部长、利
比亚冲突各方代表将参加会议。

利比亚各派势力纷争不断，民族
团结政府及支持它的武装得到土耳
其、卡塔尔等国支持，国民代表大会
和“国民军”受俄罗斯、埃及、沙特阿
拉伯等国支持。联合国牵头的利比
亚问题国际会议1月在德国首都柏
林举行，但会议共识未得到落实，联
合国指责土耳其、阿联酋和俄罗斯等
国仍在向利比亚运送武器。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和谈压力

据新华社旧金山9月16日电（记者
吴晓凌）波音公司16日就美国国会众议
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关于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设计、开发和认证的最终
调查报告发表声明称，公司已将报告中
的许多改进意见和内部审查结果纳入
737 MAX机型和飞机总体设计流程。

波音在声明中表示，737 MAX机
型的设计修改已接受了公司内外的严格
审查，进行了超过37.5万小时的工程测

试，并进行了1300次试飞。一旦美国联
邦航空局和其他监管机构确认 737
MAX可以安全复飞，它将成为历史上受
到最严格审查的机型之一。

众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在15
日完成的最终报告中指出，经过为期18
个月的调查，委员会发现由于技术设计
标准存在缺陷，错误估计飞行员反应时
间以及生产压力，导致波音公司未能安
全开发和设计737 MAX。

报告认为，波音从杰出的生产企业
变为专注财务成功的公司，安全性因生
产压力而被牺牲。为避免重蹈覆辙，波
音公司迫切需要将公司文化重新建立
在安全基础之上。

报告还指出，联邦航空局应与波音
公司共同承担737 MAX这一不安全
机型的开发和认证责任。双方都必须
从中汲取重要教训。

报告称，波音公司在737 MAX的

设计和开发上失败了，联邦航空局在监
管波音和飞机认证方面也失败了。“一
个合规机型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发生
两次致命的坠机，这一事实清楚地表
明，目前的监管体系存在根本缺陷，需
要整改。”

737 MAX系列客机因半年内发
生的两起空难暴露出防失速自动控制
系统设计缺陷，从去年3月起在全球多
国遭禁飞。

737 MAX调查报告出炉 波音公司称已采纳改进意见

照片显示的是考古学家在沙特北部泰布克地区发现的距今12万多年前的古代人
类脚印。沙特阿拉伯文化部遗产委员会16日宣布，考古学家在沙特北部泰布克地区发
现12万多年前的古代人类和动物足迹，是迄今在阿拉伯半岛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生
命证据。 新华社发（沙特遗产委员会供图）

考古学家在沙特发现距今12万多年前的人类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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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墨西哥州生物学家发现近期
州内大量候鸟离奇死亡，迁徙途中突然从
空中坠落，至今原因未明。

《纽约每日新闻》援引德斯蒙德的话
报道，如此多的候鸟大量死亡，“史无前
例”。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和白沙导弹靶
场生物学家日前开始对大约300只死亡
候鸟尸检，希望查出它们的死因。实验
室分析可能需要数周才能出结果。初步
尸检显示，许多鸟类尸体内脂肪储备几

乎耗尽。
生物学家猜测，候鸟行为异常，可能

存在多种原因。例如，美国西部多地遭遇
山火，导致候鸟可能提前向南迁徙，因体
内脂肪储备不足而中途饿死，或不得不变
更迁徙路线，舍弃往年食物丰富的沿海路
线，改为飞缺食少水、天气干燥的地区，也
有可能因吸入烟尘导致肺部受损。气候
变化同样可能是幕后凶手。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美候鸟迁徙途中大量莫名死亡

英国一名男子为给一家慈善机构筹
款，背着一架钢琴爬上山顶，最终募得
1000英镑（约合8745.6元人民币）。

英国《都市日报》16日报道，马克斯·
格洛弗现年33岁，曾在英国海军陆战队
服役，13日背一架重181.4千克的钢琴步
行3.2公里，耗时3.5小时登上威尔士地
区304.8米高的加斯山山顶。

格洛弗说，这次挑战灵感源自苏格

兰高地运动会选手肯尼·坎贝尔1971年
的一桩善举。坎贝尔那年将一架风琴背
到英国最高峰本尼维斯山顶，为慈善机
构募捐。

格洛弗说，他的朋友朱莉在皇家布朗
普顿医院接受双肺移植手术时得到悉心
照料，他希望为这家医院设立的慈善机构
筹款，以翻新研究肺病的实验室，帮助救
治更多人。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英男子背钢琴爬山筹善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