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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屯国自然资让告字[2020]2号

经屯昌县人民政府批准，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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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
除外），均可申请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
需按照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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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具有下
列情形的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

（一）在屯昌县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并未及时纠
正的；

（二）在屯昌县行政辖区内存在通过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建设
用地的、竞得土地后不及时签订成交确认书或出让合同的，或拖欠土地
出让金且未及时改正的；

（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录等失信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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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竞买人可多次报价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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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至2020年11月13日到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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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
交易）查询和购买《屯昌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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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10月16日至2020年11月13日到屯昌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0年1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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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16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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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20年11月6
日09时00分至2020年11月17日16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

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与屯

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
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开发周期不得超过3年，应自约定
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

（四）竞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批准的规划方案进行建设。挂牌宗地
出让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擅自更改规划和建设条件。因非企业原因
确需调整的，必须依据相关规定的公开程序进行。由开发建设单位提出
申请调整规划建设条件而不按期开工的，必须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按
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

（五）根据《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装配式部分政策内
容的复函》（琼建科函〔2020〕151号）要求，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
或单体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商业、办公等公共建筑项目，具
备条件的全部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

（六）该宗地建医院项目，根据原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等六部门印发
的《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文件规定，出让土地控制指标
参照医疗健康产业类中医疗卫生用地标准，约定投资强度≥350万元/
亩，年度产值≥250万元/亩，年度税收≥35万元/亩，达产年限为5年，以
上控制指标纳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

（七）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应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土地
出让金。竞得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挂牌出让
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

（八）本次出让地块为新增建设用地，已落实安置补偿和完成地上
附着物清表工作，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问题，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宗地外通水、通电、通路及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
条件。

八、联系方式与公告媒体
联系地址：屯城镇环东二路屯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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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交易）
联系人：吴清良、金女士
联系电话：13807565343、18976947136
查 询 网 址 ：www.landchina.com；http://lr.hainan.gov.cn；

http://zw.hainan.gov.cn/ggzy/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16日

地块编号

2020-Y-1号

土地位置

新兴镇加乐潭

土地面积

30000平方米(合45亩)

土地用途

医疗卫生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0.9,建筑密度≤40%，绿地率≥

40%，建筑限高≤21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920

竞买保证金（万元）

92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唐盛新城（二期）3、4#楼项目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3595号

海口唐盛新城（二期）3、4#楼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秀路84号，项目
于2017年4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在3#、4#楼屋顶增设
花架、优化一、二期绿地界线范围、微调外立面建筑材质、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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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至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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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

2021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
硕士(MPA)招生简章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

根据招生计划，2020年我校拟招收非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136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20年10月10日-31日每天

9: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或 http://yz.chsi.

cn。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3.考试时间：2020年12月22-24日(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思

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公告
2020年第39号

海南瑞合利盛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000MA5TKYP702，
法定代表人者冲祥)：

2020年9月27日，我局对你公司进行立案检查，由于你公司不
在营业执照登记注册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到场签收
相关文书，相关涉税文书——《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三稽检通一
〔2020〕35号）无法送达，现将该文书内容公告如下，望你公司看到公
告后及时与检查人员联系，配合检查。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检查人员自2020年9月27日起对你
（单位）2020年7月2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
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20年10月16日
办公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600号
联系人：朱女士、李先生；联系电话：0898-88246778

尊敬的离退休人员：
我省2020年度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工作接近尾声，为确保您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正常发放，请您于
2020年10月31日前，通过以下方式办理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资格认证手续，对未完成年度认证手续的离退休人员我中心将于
2020年11月3日暂停发放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一、网上认证
（一）通过电脑进行认证：海南省社保待遇领取资格统一认证

管理平台（网址：http：//218.77.183.78:5555），根据网页提示进行
自助认证（上网计算机需配摄像头）。

（二）通过手机APP进行认证：1.安装本省“海南人社”APP，注
册后完成“人脸认证”操作；2.安装国家平台“掌上12333”APP，注
册后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3.通过其他第三方手机APP
（微信、支付宝、农信社等）的“电子社保卡”入口进行“社保待遇资
格认证”。

二、临柜认证
（一）自助一体机认证：携带身份证前往设有“海南政务便民服

务站”、“社会保障卡一卡通自助智能机”设备的场所或网点，自助
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

（二）机构认证：携带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就近前往社保经办
机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站）或社区
进行认证。

三、书面认证
国（境）外居住的离退休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证的，可到当地

中国驻国外使（领）馆开具纸质生存证明材料，并邮寄到养老金领
取地社保经办机构。

四、上门认证
高龄、病重、行动不便等特殊困难人员，无法进行网上认证的，

可由关系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医院疾病证明、村（居）委会证明向居
住地社区、社保经办机构申请预约上门认证服务。

联系电话：65350360
特此通告。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15日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关于离退休人员尽快完成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的通告

公示
根据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森林康养分会《关于对申报第六批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进行在地公示的通知》（中产联森
林康养【2020】11号）文件要求，现对我单位本次申报2020年全国
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项目合法合规情况予以自查并公示，并承
诺我单位无违法占用林地及违规经营情况，在后续推进森林康养
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央环保督查要求规划建设，保障安全
运营，请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公示日期自2020年10月16日至2020年10月22日止（7天），
如有异议，请拨打监督电话：010-82890922。

联系方式：传真：010-82890922。邮箱：zgslky@126.com。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冷文涛 13126977311、丁文华 18813109226。

海南南海书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9026破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徐上文的申请，于2018年10月30日裁定受理

昌江鹏鑫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7月16日

指定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为昌江鹏鑫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昌江鹏鑫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11月28日前，向

昌江鹏鑫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

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4层D座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联系人

张玲 13322005602、66787881,传真:66787881)。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昌江鹏鑫劳务服

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昌江鹏鑫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0年12月15日上

午8时30分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二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特此公告。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二○二○年九月四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本报讯 由黄轩、陈赫、杨采钰、
李溪芮领衔主演的高密度狙击题材
剧《瞄准》播出以来，所展现出的人性
与人心的较量，家国大义的信仰和情
怀引发网友高度讨论。近日，《人民
日报》点赞其在年轻化叙事中传递着
正义价值。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每个人
都有着多重的社会身份：既是别人
的家人，又是国家的公民；既肩负着
工作岗位的责任，又是信仰的践行
者。然而，到底哪种身份才能定义
我们自身？当这些身份发生冲突
时，我们应当遵循哪种身份的要求，
才无愧于自己的人性和良知？《瞄
准》以独特而深入的视角对这一问
题进行了探讨。

《瞄准》描绘了两名不同类型的
狙击手：“牧鱼”苏文谦在枪技之外，
心中更怀有善良和正义的“标尺”，他
不仅追求瞄准，更时刻在判断是否应
当瞄准狙击镜中的目标；而“水母”池
铁城则一味追求狙击技术的无限精
进，内心则和手中的武器一样冰冷。

在狙击战中，苏文谦心中的“标
尺”固然让他欠缺了几分果敢凌厉，然
而，正是凭借这杆标尺，他选择将过人
的狙击技术运用在守护所爱之人、守
护社会的安宁与光明之上，这不仅让

他获得了狙击手的荣誉，更让他获得
了内心的温暖和成长。相比之下，池
铁城对技术的盲目痴迷，不仅让他成
为“黑暗”的帮凶，还深陷其中，最终和
他背后的黑暗一起被击败。

《瞄准》讲述了松江解放之初，两
名曾经是搭档的狙击手苏文谦（黄轩
饰）与池铁城（陈赫饰），由于信仰的分
歧而走向对立面，在一次次生死对决和
信仰交锋中，最终走向不同命运的故
事。从人物设定来看，“牧鱼”苏文谦其
实很像《潜伏》中的余则成，他从敌方阵
营被逐渐感化，最终站到了正义的一
方，与自己之前的组织水母暗杀组决
裂。与余则成作为文职工作者，以传递
情报不同的是，这部剧的主角设定增加
了狙击手的设计，因此也在谍战剧的表
达上，增加了更多的武戏和悬疑内容。

从开篇叶冠英被暗杀开始，相对
专业和组织化程度极高的暗杀布局
中，狙击手的存在感分量很重，出场方
式也经过了层层铺垫。对于观众来
说，剧中出现的风速暗示、枪管使用时
间和枪械常识显然十分新鲜，而匪夷
所思的暗杀手段也作为伏笔推动剧
情。同样有趣的是，《瞄准》的开局其
实正邪难测，先后登场的苏文谦和池
铁城看上去都是负面角色，这也为解
谜增加了一层新的难度。 （赭光）

《人民日报》点赞狙击题材剧《瞄准》：

在年轻化叙事中传递正义价值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15日从中国高
尔夫球协会获悉，海南体育职业技术
学院高尔夫球队球员刘恩骅入选了
新一届中国奥运启梦之队。这是第3
名海南高尔夫球队选手入选中国奥
运启梦之队。

今年15岁的刘恩骅就读于海南
观澜湖双优实验学校初三。最近几
年，海南体职院高尔夫球队严格管理，

院方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球员提供
了参加国内外高水平比赛的机会。海
南省高尔夫球队教练组科学训练，狠
抓队员的技术和体能。

来自海口的刘恩骅6岁开始学
打高尔夫，此后他入选了海南省青
少年高尔夫球队。他在海南省队接
受专业训练后进步较快。刘恩骅赢
得了 2019 年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
军。今年8月初，刘恩骅夺得2020

全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广东站
比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这项赛事
举办以来最年轻的冠军球手。9月
24日，他再夺2020全国业余高尔夫
球巡回赛·辽宁站比赛的冠军。刘
恩骅说，今年在海南省高尔夫球队
封闭训练效果显著，每周一三五练
体能，其余时间练技术。经过近半
年的强化有氧训练后，他的力量、协
调性有了提高，深蹲、卧推的成绩也

大幅提高，以往那个看上去有些偏
胖的刘恩骅瘦了不少。

据了解，奥运启梦之队是中国
高尔夫球新生代力量的展现，10多
名队员们朝气蓬勃，充满潜质，正在
崛起，渴望迸发，他们是中国高尔夫
球的未来。

另外两名入选中国奥运启梦之
队的是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队球
手杜墨含和袁也淳。

海南高球队刘恩骅入选中国奥运启梦之队

刘恩骅

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
北京人艺再演《家》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记者白瀛）为纪
念曹禺诞辰110周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5日起
在首都剧场再次上演曹禺改编的话剧《家》。该剧
由李六乙导演，93岁的蓝天野携剧院老中青演员
共同主演。

话剧《家》由曹禺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从
小说到戏剧，最重要的变化是内容重心的移位，即
由原来觉慧对封建大家庭的反抗，转变为觉新、瑞
珏和梅芬三人的爱情悲剧。北京人艺曾在1984
年将其首次搬上舞台，蓝天野导演；这一版首演于
2011年，李六乙导演，蓝天野饰演冯老太爷。

中国1.2亿人次
看2020法网直播
成赛事最大观众群体

据新华社巴黎10月14日电（记者肖亚卓）
本赛季最后一项网球大满贯赛事——法国网球公
开赛已经于本月11日落下帷幕。组委会14日发
布的一份数据报告显示，虽然受疫情影响，本届法
网现场观众人数受到极大限制，但借助电视及社
交媒体，覆盖观众较往年仍然取得较大提升，其中
中国观众成为最大的观众群体。

该报告显示，整个赛事期间，中国共有1.2亿
人次观看了赛事直播，是法国本土观赛人次
（3810万）的3倍还要多，比起2019年赛事的中
国观赛人次提高了26%。

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
大学生短片大赛启动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尤梦瑜）由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中国—东盟中心支
持，海口经济学院及其好莱坞华都影视学院承办
的“在一起”第3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大学
生短片大赛，已于近日在线启动。大赛邀请来自
中国国内以及日本、韩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等近80个国家的大学生参赛。

本次短片大赛设立“金孔雀奖”，具体设“最佳
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短片奖”“最佳创意
奖”“最具传播力奖”等，前三个奖项由专业评审委
员会评审，后两个奖项由大众评审团评审。获奖
者将获颁奖杯、证书和奖金。

本次大赛作品征选截止11月5日，报名参赛
者可前往大赛官网报名参赛。

电视剧《瞄
准》剧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