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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并确认，由我公司

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按现状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
邓春光、彭玉珍名下位于儋州市那大镇清平管区兰洋路竹笋加
工厂对面的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儋国用（那大）字第00995
号、他项权证号：儋他项（2014）第 102 号】。土地面积：
218.05m2；土地用途：住宅。参考价：1376320元，竞买保证金：
1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0年10月13日15:00。2、拍卖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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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
取竞买保证金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20年10月12日
17:00止（以款到账为准）。4、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20年10月12日17:00止。5、报名地
点：海口市华海路安海大厦8A4房。6、其他说明：标的物按现状
净价拍卖，买受人承担一切税费。7、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
儋州市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账号：1010888390002119。缴款用途处注明：（2020）琼9003
委101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纳。拍卖公司地
址：海口市华海路安海大厦 8A4 房。联系电话：0898-
66243059。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6359。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并确认，由我公司

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按现状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
邓永华、霍润梅名下位于儋州市那大镇清平管区兰洋路竹笋加
工厂对面的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儋国用（那大）字第00993
号，他项权证号：儋他项（2014）第 101 号】。土地面积：
218.05m2；土地用途：住宅。参考价：1409680元，竞买保证金：
1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0年10月13日15:30。2、拍卖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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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20年10月12日
17:00止（以款到账为准）。4、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20年10月12日17:00止。5、报名地
点：海口市华海路安海大厦8A4房。6、其他说明：标的物按现
状净价拍卖，买受人承担一切税费。7、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
称：儋州市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
部；账号：1010888390002118。缴款用途处注明：（2020）琼
9003委10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纳。拍卖公
司地址：海口市华海路安海大厦8A4房。联系电话：0898-
66243059。法院监督电话：0898-23886359。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官塘民俗风情街规划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万泉河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位
于琼海市嘉积镇温泉眼以南,用地面积为100312平方米（约150.47
亩）。现申报的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温泉酒店地块用地面积
30000m2，总建筑面积25502.71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24000m2）,
容积率0.8，建筑密度15.27%，绿地率45%。商业街地块用地面积
70312m2，总建筑面积67054.56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56249.6m2）,
容积率0.8，建筑密度26.87%（24.25%），绿地率30%。为了广泛征求
相关权益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
日（9月21日至9月28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
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
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
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8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兆南·东岸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兆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博鳌滨海

大道西侧,用地面积为312926平方米（约469.39亩）。我局海资规审

批﹝2020﹞9号文件批复项目，批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容积率

1.01，建筑密度20%，绿地率45%。现公司在规划控制指标不变的条

件下，对项目建筑外立面、建筑布局和户型等进行优化调整。为了广

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9月21日至9月28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

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

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黄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8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已与被征收土地权属单位签订征
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
物等款项均已拨付到位。目前地块无抵押、无查封、无法律经济纠纷，
具备通水、通电、通路条件，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

二、竞买人资格：本次土地挂牌出让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注册，无不良经营纪录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可申请参加竞买，
但为了提升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际化水平，竞买企业或关联企业须
具备国内外自由贸易港零售商业管理经验，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

具有以下行为的竞买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在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土地、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
定动工开发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3.被人
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和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联
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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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规定中违法行为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9月28日至2020年10月20日到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
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9月28日至2020年10月20日到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
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0年10月20日16:00。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0
年10月20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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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起始时间为：
2020年10月12日8:00；挂牌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22日15:
00；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0年10月22日15:00。

七、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地块建设美食文化城项目为主，竞买人
须严格按照《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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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并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建
成，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非保亭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
在竞得土地后五日内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注册成立全资项目子公
司。（三）开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须按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开
工建设和竣工时间执行，并从项目地块出让之日起30个月内要达到
达产。（四）根据就业需要，项目须安置10名以上失地农民用工名额。
（五）该地块年度税收要求为0万元/亩，年度产值要求为0万元/亩,投
资强度要求为250万元/亩。（六）建设项目需实施装配式建筑，实施建
筑面积以与县住建部门签订的补充合同为准。

八、其他事项：（一）本次出让地块属零售商业用地，以现状土地条
件挂牌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
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地块涉及平整场地、清杂地上物资、地上
地下电线路、光缆的迁移等费用由竞得人负责。（二）申请参加竞买的，
视为认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参考范本请参阅原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等七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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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
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四）本次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
（相关税费由双方按规定缴纳），挂牌佣金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支付。
（五）竞得人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
土地出让金（已缴交的保证金可抵充土地出让金）。（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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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
请。（八）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九）本公
告未尽事宜详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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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兴中路园林
巷、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联系人：邢先生 李先生 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83666228 65303602 32855875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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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21日

宗地名称

BT-2013-4
号地块

宗地坐落

位于县七仙大道与宝
亭大道交界处东北侧

宗地面积

19985.40m2

（29.98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规
划上为商业用地）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1.5，建筑限高24米，
建筑密度35％，绿地率35％。

出让年限（年）

40

竞买保证金（万元）

4800

挂牌起始价

2441元/m2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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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已与被征收土地权属单位签订征
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
物等款项均已拨付到位。目前地块无抵押、无查封、无法律经济纠纷，
具备通水、通电、通路条件，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二、竞买人资格（一）本次土地
挂牌出让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注册，无不良经营纪录的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可申请参加竞买，但为了提升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国际化水平，竞买企业或关联企业须具备国内外自由贸易港酒店
运营管理经验，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具有以下行为的竞买
人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
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闲置土
地、低效利用土地、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的、擅自改变土地
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3.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和
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联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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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非法占地、违
法建设行为的惩戒力度，对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到位
并组织供应的土地，要加强对该涉案宗地供应时竞买人的资格审查，
严格限制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参与该宗地的竞买。三、竞买规
则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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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9月28日至2020年10月20日
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
2020年9月28日至2020年10月20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提
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20日16时
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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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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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间为: 2020年10月10日8时30分至
2020年10月22日10时30分。七、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地块专项用于
建设酒店项目，竞买人须严格按照《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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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并
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建成，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非保亭注册的
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五日内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注册成
立全资项目子公司。（三）开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须按国有土地出让合
同中约定的开发建设和竣工时间执行，并从项目地块出让之日起36个
月内要达到达产。（四）根据就业需要，项目须安置10名以上失地农民
用工名额。（五）该地块投资强度为250万元/亩。（六）建设项目是否实
施装配式建造将根据项目规划方案予以确定，如需实施，实施建筑面积
以与县住建部门签订的补充合同为准。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
次出让地块属旅馆用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
勘出让地块，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地块
涉及平整场地、清杂地上物资、地上地下电线路、光缆的迁移等费用由
竞得人负责。（二）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认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参考范本请参阅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等七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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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绿
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四）
本次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相关税费由双方按规定缴纳），挂牌佣
金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支付。（五）本次出让宗地成交后，竞得人须当场
签订《成交确认书》，并于签订《成交确认书》的10日内，分别与项目产
业主管部门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海
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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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协议是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前提条件。不
按期签订准入协议或出让合同的，视为竞得人自动放弃成交权力，竞得
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六）竞得人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已缴交的保证金可抵充土地出
让金）。（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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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九、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十、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
83666228、653063602、68551218。联系人：邢先生、杨先生、林小姐。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21日

宗地名称 BT-2011-66号地块

旅馆用地(规划上为商业用地）

容积率≤2.0 、建筑密度≤30%、绿地率≥40%、建筑限高≤36米
2400万元 挂牌起始价 2302元/m2

土地用途

规划建设指标

保证金

宗地面积 10777.20m2（16.1658亩） 宗地坐落 县医院南侧

出让年限 40年

关注全球抗疫

土耳其确诊病例超30万
新华社安卡拉9月19日电（记者施洋 郑

思远）土耳其卫生部官网19日显示，土耳其当
天对97416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1538人检测
结果呈阳性。至此，土耳其累计确诊301348
例；当天新增死亡68例，累计死亡7445例，累
计治愈266117例。

近期，土耳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有所攀
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8日表示，很不幸土
耳其民众没有足够重视政府警告，有可能会进
一步收紧相关政策。

土耳其疫情较为严重的伊斯坦布尔省宣布
缩短各机构办公时间，并决定从9月23日起民
众前往所有公共机构前需获得健康码。

全球疫情简报：

英国首相称英第二波疫情“不可避免”
法国日增1.3万确诊病例创纪录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时
间19日15时28分（北京时间19日21
时28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
加312043例，达到30369778例；死
亡病例增加5360例，达到948795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
至北京时间20日7时22分，全球新
冠确诊病例达30665401例，死亡病
例为954895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
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达 6762361
例，死亡病例为199207例。

新闻事件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8日
说，英国出现第二波新冠疫情“不可
避免”，政府会考虑是否采取更严格
的全国防疫限制措施。

法国政府网站18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法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13215例，为疫情暴发以来新
高。另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经济和
财政部长勒梅尔的新冠病毒检测结
果呈阳性。巴黎政治学院多名学生

新冠检测结果为阳性，该校巴黎校区
自9月21日起关闭14天。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日前发布公
报说，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开发
了一种比手机还小的新冠病毒检测
装置，可在无实验室设施的情况下90

分钟内完成检测，已在实际检测中显
示出较高准确性。英国政府近期订
购了580万套。

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19
日通报，当地时间 18 日零时至 19
日零时，韩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10例，其中本土病例106例，连续
4天过百例。

涉华动态

中国第28批援几内亚医疗队18

日在几首都科纳克里与第27批医疗
队举行交接仪式。中国驻几内亚大
使黄巍说，第27批医疗队克服困难，
坚守岗位；第28批医疗队逆行出征，
勇于担当。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日本19日起放宽对电影院、体
育场馆等的防疫限制，提高入场人
数上限。部分电影院当天起开放全
部座位购票，体育赛事现场观众人
数上限由5000人提升至可容纳人数
的一半。

日本政府5月下旬解除全国紧急
状态，允许体育赛事逐步恢复观众观
赛。日本职业棒球联赛和日本职业
足球联赛7月10日起允许观众到现
场观看，但不能超过5000人。

日本职业棒球队横滨DeNA湾
星队和读卖巨人队19日在横滨体育
场交手，吸引13106名观众到场；日

本职业足球联赛当天赛事到场观众
同样超过一万。这是新冠疫情暴发
以来，日本体育赛事首次迎来过万名
现场观众。

首都东京品川区一名30岁女性
19日与母亲一起看电影。她告诉共同
社记者：“能坐在一起很高兴……在电

影院不说话，又戴着口罩，感觉安心。”
“109电影院”等大型连锁影院继

续维持最高50%上座率，理由是现阶
段全部放开购票可能需要限制观影
期间饮食，而爆米花等小吃是影院重
要收入来源。

东京都政府16日起解除23个

中心城区餐馆、酒吧、练歌房和其他
提供酒水类店铺的营业时间限制，
上述店铺无需在22时关门，恢复正
常营业。

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
稔19日说：“兼顾防疫和经济十分重
要。放宽限制是（实现二者兼顾的）

重大一步。”他前一天呼吁商家严格
执行防疫规定，提醒避免“三密”，即
密闭、密集和密切接触是放宽防疫限
制的前提。

西村说，政府将根据疫情和季节
性流感传播趋势决定入冬后是否维
持现行入场人数限制。

东京 19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18例，连续两天超过200例。东京
8月上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一度达到
400例，8月下旬后缓慢减少，最近再
次出现微增趋势。日本全国19日新
增确诊601例，死亡4例。

刘秀玲（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放宽文体活动参加人数上限
体育赛事现场观众人数由5000人提升至可容纳人数的一半

受新冠疫情影响，日前举行的2021伦敦春夏时装周大部分品牌选择在线
上播出录影。图为设计师保罗·科斯特洛（左二）与模特合影。 新华社发

9月18日，法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创新高。图为医务人员在马赛一
家医院的新冠病房内治疗病患。 新华社/路透

9月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名游览
马车导游在等待游客。

比利时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20日发布的
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10万
例，达100748例，累计死亡病例9944例。

新华社发

比利时确诊病例超10万

德国日增病例创新高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19日发

布数据，截至当天零时，德国24小时内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2297例。德国媒体报道，这一数据
为4月以来最高值。

德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7万例，死亡
病例超过9000例。德国一度控制疫情；随着边
界开放和旅游重启等“解封”措施推进，疫情7
月反弹，8月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突破2000例。

德新社报道，德国暂未考虑采取边界管控措
施。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19日说，疫情凸显
德国校园大规模技术升级的必要，政府将为此提
供60亿欧元资金支持。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