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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美安

科技新城B0721-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B0721-1地块，土

地总面积为33345.11平方米（合50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
用年限为5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地块不在
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
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关于美安科技新城
B0721-1地块规划意见的函》（海高新函〔2020〕190号），用地位于秀英
区美安科技新城B0721-1地块，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M1/M2），
用地范围东至规划路、南至规划路，西至美安二环路、北至安新路，容积
率≥1.0，建筑系数≥30%，绿地率10%≤G≤20%，建筑限高≤40 米。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
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
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

为的。
3、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
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
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2354.1648万元人民币，每
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
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2354.1648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

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有
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0年9月30 日9:00至2020年10月26日16:00（北
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10 月16 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10月28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20年10月2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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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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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

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
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
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
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并严格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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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用于开发建设美安科技新城新能
源车研发生产高新技术项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
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五）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达产
后年度产值不低于600万元/亩，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
6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

（六）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自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动工，2年内完成项目
建设。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18 个月内实现项
目投产（产品下线，有经营收入），项目投产后1年内达产。

（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
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八）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九）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

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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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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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46号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美安

科技新城B0606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B0606地块，土地

总面积为77099.13平方米（合115.65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
使用年限为5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地块不
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
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关于美安科技新城
B0606地块规划意见的函》（海高新函〔2020〕173号），用地位于秀英区
美安科技新城B0606地块，用地性质为一类（二类）工业用地（M1/M2），
用地范围东至安岭一路、南至安康街，西至安岭二路、北至美安二街，容
积率≥1.0，建筑系数≥30%，建筑高度≤40米，绿地率10%≤G≤20%。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
得申请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
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

为的。
3、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
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
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5481.75万元人民币，每次
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
纳土地竞买保证金5481.75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

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有
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0年9月30 日9:00至2020年10月26日16:00（北
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10 月16 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10月28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于2020年10月2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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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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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

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
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
在10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
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并严格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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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用于开发建设美安科技新城医药
研发生产平台项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
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五）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项目
运营5年内入驻企业年销售额总计达到34.6946亿元（包含入驻平台引
进的企业，折合为每亩人民币600万元），年上缴税收总额不低于6939
万元（包含入驻平台引进的企业，折合为每亩人民币60万元）。

（六）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签
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9个月内动工建设，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起12个月内实现项目运营（有经营收入）。

（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
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八）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九）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

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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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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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47号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地块内配套建设邻里中心一处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配套建设
幼儿园一处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独立占地）。 二、竞买人资格(一)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本次挂
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在海口市行
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二）非海口市注册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
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
续。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
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
24522.13万元人民币，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
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24522.13万元。四、竞
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
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
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
时间：2020年 9月 30 日 9:00至 2020年 10月 26日 16:00（北京时
间）。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10
月16 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10月28 日16:00
（北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于2020年10月2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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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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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它注意事项（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
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二）竞买人竞
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
与挂牌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三）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主要用于开发建设海口市江东新区电白安置房项
目。项目建成后，土地竞得人须根据美兰区人民政府要求向指定对象
按指定价格进行销售。（四）本宗地按现状出让。（五）按照规划控制要
求，地块内配套建设邻里中心一处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配套建设幼
儿园一处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独立占地）。土地竞得人应按国家、
地方行业管理规范、规定要求建设该配套设施，工程建设完工验收综合
备案后，无偿移交市政府指定的相关部门，并负责办理不动产登记证
书。（六）该宗地按照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500万元/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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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5个工作日内须与美兰区人民政府签订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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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该宗
地项目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单体装配率不得低于50%，需符合装配
式建筑相关规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八）本次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
工，动工后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交付使用。超出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
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
十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
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
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九）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
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十）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
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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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
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
65303602 网 上 查 询 ：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
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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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口市江东新区电白安置房项目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北侧，土地面积为62411.57平方米
（93.61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和零售商业用地混合用地（其中商业建筑面积占比1.3%），土地出让年限为城镇住宅70年、零售商业用地
4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海口市江东
新区电白安置房项目用地的规划指标情况详见下表：

地块

海口江东新区电白

安置房项目

土地面积

（m2）

62411.57

（93.61亩）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和零售商业用地混合

用地（其中商业占比1.3%）

容积率

≤3.0

各项技术指标

建筑高度（M）

≤60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35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口市

狮子岭工业园B050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狮子岭工业园B0502地块，土地

总面积为25084.74平方米（合37.63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
用年限为50年。该宗土地权属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地块不在系
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
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可办理土地供应手续。

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关于狮子岭工业园B0502 地块规划意见的函》
（海高新函〔2020〕171号），用地位于秀英区狮子岭工业园B0502地块，
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M1/M2），用地范围东至三纵路、南至规划
路，西至工业大道、北至创新东路，容积率1.0≤V≤2.5，建筑密度≥30%，
绿地率≤20%。

二、竞买人资格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
竞买：

1、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
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
3、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人。
（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

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
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与海
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
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1768.47万元人民币，每次
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
纳土地竞买保证金1768.47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

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有
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报名时间：2020年9月30 日9:00至2020年10月26日16:00（北
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20年10月16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10月28日16:00（北京时间）。

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于
2020年10月2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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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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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

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定
金为成交价的10%。

（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
在10个工作日内与挂牌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
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
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条件），并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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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出让，用于开发建设海口国家高新区狮子
岭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
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

（五）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项目
运营5年内入驻企业年销售额总计达到11.2882亿元（包含入驻平台引
进的企业，折合为每亩人民币600万元），年上缴税收总额不低于2258
万元（包含入驻平台引进的企业，折合为每亩人民币60万元）。

（六）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签订
成交确认书之日起9个月内动工建设，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成交确认书》起12个月内实现项目运营（有经营收入）。

（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
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八）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九）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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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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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贸大道海韵椰庄5号A座、6号B座房地产拍卖公告
经批准，受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委托，我公司定

于2020年11月3日10时在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依法对海口市国贸大
道海韵椰庄5号A座、6号B座房地产按现状以网络拍卖的形式进行竞
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基本情况：
5号（A）为一幢地上三层钢混结构独栋别墅，房产证号：海口市房

权证海房字第14409号，房屋建筑面积371.5m2，规划用途为住宅；土
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15）第 006762号；土地使用权面积
435.69m2，土地性质：国有出让地，出让年限至2058年8月7日止。

6号（B）为一幢地上四层钢混结构独栋别墅（产权证上登记为三
层），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14397号，规划用途为住宅，建
筑面积508㎡；土地使用权证号：海口市国用（2015）第006766号；土
地使用权面积469.68㎡，土地性质：国有出让地，出让年限至2058年 8
月7日止；上述产权人均为：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此
标的以现状进行网络拍卖，委托方及交易平台不做瑕疵担保责任）。

二、起拍价格：人民币1072.99万元【其中5号（A）房产453.230万
元，6号（B）房产619.76万元】。

三、竞买人条件：
1、意向竞买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意向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4、直接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关联人员和

直接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工作人员，及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不得作为本次资产拍卖交易的受让人，同参与资产拍卖的转让
方工作人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评估人员直系亲属的不得作为
本次资产拍卖交易的受让人。

5、根据反洗钱身份识别要求，意向客户及其受益人应在报名时按

要求填写《自然人客户身份信息表》、《非自然人客户身份信息表》、《受
益所有人身份信息表》，附相应资料，一并提交至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相关信息经转让方反洗钱身份识别通过后方能确认报名成功。

6、资格审核时间：2020年11月2日。
四、保证金：
1、保证金:人民币322万元【其中5号（A）房产136万元，6号（B）

房产186万元】。
2、标的展示、咨询、保证金缴纳（到账为准）截止2020年10月30

日17时。保证金账户（账户名称：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开户
行：华融湘江银行株洲五一支行、账号：8247 0309 0000 2045 2）。

3、报名：竞买人应在2020年10月30日17时前凭有效证件到株
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株洲市天元区森林路268号国投大厦8
楼）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4、资产具体情况请到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华融湘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株洲市彩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解。

五、联系方式：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朱先生18073362768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监督电话0731-28831980
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刘女士0731-28236851
株洲市彩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蔡先生15211182641
六、其他需披露的事项、付款方式等详细信息请投资者致电或登陆

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网址了解情况。
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登陆网址：http://www.zzaee.

com.cn
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株洲市彩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2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域阳光二期（B区）9#楼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域阳光二期（B区）9#楼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西路长流起步区

23号地之2302地块，项目于2017年9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
申请将设备用房调整至地下负一层、调整地下室轮廓线、地下建筑面
积相应调整为21134.27m2、地下停车位数量调整为486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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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至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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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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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2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金城·天鹅湖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金城·天鹅湖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10号，属《海口市海

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于2014年9月批建。现建设单位申请
调整内部道路及垃圾收集点、泳池、儿童活动场地、羽毛球及篮球场等
配套设施。不涉及各项指标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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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至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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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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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25日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海口江东新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二、招标项目：江东新区展示中心广场LED屏广告代理经营

权招标。
三、项目概况：此次招租的江东新区展示中心广场LED广告屏

位于江东大道边，乃海口市区前往哈罗公学和铺前大桥的必经之路，
地理位置极佳。因该LED广告屏前期的闲置，屏幕出现灯珠烧损、
多处黑斑点情况。经简单修复后，LED广告屏已基本恢复正常，但屏
幕上仍有黑斑点，清晰度和展示的效果欠佳。

四、招标范围：LED全彩显示屏一块，面积约150m2，此次进行
LED屏广告代理经营权招标。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广告制作、发布权
限，公司成立至少3年以上；㈡注册资本不少于100万元；㈢本项目不
接受联合体参加竞买。

六、招标文件的获取：㈠发售标书时间：2020年 9月 25日至
2020年10月1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以北京时
间为准）；㈡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在发售标书时间期限内联系招标方，
招标方通过互联网邮箱形式，将招标文件发送至投标人的指定邮箱。

七、投标文件的递交：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0年10月
16日9时30分（以北京时间为准）。2、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海口市美
兰区兴洋大道与江东大道交叉路口往东约50米(开维生态城东侧约
50米)2楼会议室。3、开标时间：2020年10月16日9时30分（以北
京时间为准），时间如有改动，招标方另行通知。4、开标地点：海口市
铁路南港码头轮渡四楼会议室。5、公告发布媒介：海南日报。

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海口江东新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与江东大道交叉路口往东约50米

(开维生态城东侧约50米)
联系人：黄梓俊 联系电话：13518066763
邮箱：371446454@qq.com。

公 告
为解决原三亚麒麟大酒店破产案遗留的职工安置费和职工垫

付社保费的问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请以下职工（名单附后）
于2020年10月09日至2020年11月25日携相关证件到三亚市
天涯区解放路339号华庭八号7楼林婷处办理安置费和垫付社保
费支付、报销手续（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下午
3:00-6:00）。办理以上手续时职工需提交以下相关凭证：（一）提
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二）提交本人银行卡复印件。（三）提交
2000年04月13日前个人垫付缴纳的社保费缴费凭证（原件）。
（四）原则上应由本人亲自办理，本人因故不能亲自办理的，须由本
人出具委托书，由委托代理人持有效证件（或做视频认证）前来办
理。（五）亡故者，由直系亲属持有效证件或提供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公证文书及其所有直系亲属签字确认的委托书。（六）提交本人或
代理人联系电话。逾期不办理视为自动放弃。因本案历时已久，
许多当事人不便联系，知情者望相互转告。特此公告！

三亚麒麟大酒店管理人 2020年9月25日
（联系人：林婷，联系电话：88221168）
（联系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339号华庭八号7楼）
尚未领取安置费的职工共121人:潘敏、杨艳华、李贸英、胡湘

琼、陈积桑、黄桂民、陈春香、林矢谦、王菊、钟业宽、林书芳、陈春珍、
陈淑芳、朱允爱、王强、赖少军、黄良娟、邓转汝、杨玉凤、陈位琼、张光
福、张海根、周智海、周宏文、黄永英、蔡青、黄德文、韩周光、潘家椿、
林雪梅、钟淑娇、吴梅江、周始霞、方爱銮、陈照阳、陈保太、李布壮、邢
悦、陈文芳、关进菊、符梅芳、曾惠丹、王坚、郭永光、潘垂检、韦少红、
吴小宁、陈小兰、陈帮易、陈垂王、李世波、张文忠、黄宏伟、符永康、罗
英元、陈学充、符日辉、陈泽武、黎经荣、郭照林、陈运诗、蔡家释、梁振
武、黄俊洲、杨明强、李正波、邢兴春、陈群、王坚群、贺广生、李向阳、
郑心理、杨仁平、吕伟民、陈家荫、肖平、郭红芳、文光福、吕坚明、王明
江、曾祖正、陈位云、刘远新、余启凤、蔡妮学、黄少芳、盛辉 、王德校、
杨帅、黎启惠、汪旭雷、韩惠卿、王志国、赖文华、何水昌、王祚川、卫佩
珍、陈金列、王俊生、曾素琴、史克金、王祚吉、罗世伦、罗明娟、胡少
玲、蓝其莲、董秀爱、陈荷姣、罗月英、张亚智、肖军、黄雄、王祖顺、周
关霞、吴佳微、朱学忠、蔡永山、杨玲、李娟、黄仕芳、蒲永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