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见习记者
邱江华 记者习霁鸿）10月25日，2020
海南万人健步大会将在海口世纪公园举
行。海南日报记者从活动主办方获悉，

活动报名通道已于10月15日开放，开
放前3天报名人数超过4500人。

据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背景下，今年的万人健步大会规

模限定7000人，报名截止时间为10
月21日18:00，市民游客可登录“海
报文体”官方网站报名，或通过“奔跑
海南融媒平台”微信公众号报名。

2020海南万人健步大会活动规模
大、参与度高、互动性强，吸引了众多参

与者，报名情况持续“升温”。“截至18日
下午3点，社会组（个人）剩余名额不足
500个，机关单位组报名情况也非常火
爆，海南省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
海南宝悦宝马等单位纷纷组团报名参
加。”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口市民刘女士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看到这个活动的宣传信息之后，她立
刻动员全家一起参加，“今年活动路线的
风景非常美，希望海口能多组织类似活
动，特别是可以全家一起参加的活动，能
让家人在运动中放松身心、增进感情。”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总工会、海南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口市人
民政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
办，受到绿地·领海广场、海南银行、
平安财险海南分公司、椰树集团、海
南宝悦宝马4s店的大力支持。

海南万人健步大会报名持续火热
开通报名仅三天，4500多人报名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王
黎刚）经过4天的角逐，2020年中国
网球巡回赛CTA200海口站暨“中国
银行杯”海南省网球公开赛18日下午
在海南省健身中心和海南体育职业
技术学院网球场结束。最终，叶宝和
陈小妹分别夺得了男女单打冠军。

本次公开赛设置男女单打、双打、

混双5个项目，海南省内技术等级为（中
国网球运动技术等级CTN）8-10级的
选手均可参赛，每个项目的冠军都将收
获200个国家积分。男子单打决赛进
行得很激烈，叶宝和李精两人一直战到
4:4，按照规则比赛要进行抢七。在抢
七大战中，李精先声夺人以3:0领先。
叶宝利用发球和上网截击战术连得4

分，以4：3反超。随后，李精依靠稳定
的底线技术以6:5领先对手。在面对
对手“赛点”的情况下，叶宝沉着冷静连
得3分，以8:6逆转夺冠。获得男双、女
双、混双冠军的分别是李精/邓昌良、廖
月华/李靥、叶宝/陈雯。本次比赛奖金
丰厚，总计15万元，其中单打冠军奖金
9000元，双打冠军奖金8000元。

与往届大不一样的是，中国网球巡
回赛海口站也是海南省网协第21届公
开赛。它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国家
级业余网球比赛，有中国特色的
CTA200巡回赛。来自北京的女球员
白茹最近两年一直定居在海口，她参加
混双比赛。在她看来，海南业余网球水
平这两年进步很快，打网球的人越来越

多，海口市内的网球场一到晚上经常
“爆满”。白茹认为，海南应该在冬季多
举办一些像中国网球巡回赛CTA200
海口站暨“中国银行杯”海南省网球公
开赛这类有影响力的高水平业余网球
赛，吸引国内北方网球爱好者来海南打
球、旅游。

本次比赛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行冠名，国家体育总局网
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海
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
南省网球协会承办，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等协办。

海南球友共享网球激情
中国网球巡回赛CTA200海口站暨海南省网球公开赛收拍

关注2020海南万人健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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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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至2020年11月17日到海南省海
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或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权益
和开发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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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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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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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
日8时30分至2020年11月19日10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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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10时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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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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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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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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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安置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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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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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 联 系
人：周先生 欧阳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976111340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19日

文土告字〔202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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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国土储
（2020）-
33-1号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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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锦山镇
罗豆居委会开
发边界范围内

21373.61平方米
（折合32.060亩）

40年
容积率≤1.5建筑密度≤30%绿地
率≥35%建筑限高≤30米

2276.2895（1065
元/m2）

1366零售商业
用地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20〕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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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须具备上述竞买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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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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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至2020年
11月16日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34号供电宿舍C栋701房或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权益和开发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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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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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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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8时30分至2020年
11月18日10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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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10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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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土地出让用途为仓储用地，作为仓储项目
用地。其现有地上建筑物（房屋）面积5025.08平方米可以按照规划条
件继续保留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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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宗地仓储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1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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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与文昌市科学技术工业信
息化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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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4-1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函》，
该宗地不强制要求竞得方使用装配式建造，但鼓励项目中的工业厂房
采用钢结构装配式建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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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土地和现有地上附着物（建筑
物）已补偿安置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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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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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龙华区大同路34号供电宿舍C栋701房 联 系 人：周先生 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 13707555538 查询网址：http://
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
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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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上建筑物（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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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国土储
（2018）-
44-1号

地块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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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文城镇
迈黑线北侧石
马沟地段

37986.07平方米
（折合56.979亩）

50年
容积率≤0.8 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 建筑限高≤24米

2115.82
（折合557元/m2）

1270仓储用地

备注
挂牌出让土地起始价款为2115.82万元，现有地上建筑物（房屋）出让价款为693.75万元，该宗地及现有地上建筑物（房屋）整体一
并挂牌出让的总价款为2809.57万元，但现有地上建筑物（房屋）价格不进行竞价。

本报讯 电影《最可爱的人》10
月16日曝光了概念海报，并宣布定
档10月23日，将与《金刚川》同天上
映，为抗美援朝系列电影。

此外，抗美援朝系列的其他
两部电影《英雄连》、《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光影纪实》也发布
了 概 念 海 报 ，将 于 近 日 公 布 档

期。这四部影片展现了中国人
民志愿军坚韧不拔和英勇的优
良品质。

对此，网友也纷纷表达了自己
的支持，称“抗美援朝系列电影，必
须来支持啊，蛮期待的”。

电影《金刚川》则是由管虎、
郭帆、路阳联合执导的抗美援朝

题材电影，由张译、吴京、李九霄、
魏晨领衔主演，邓超特别出演。
讲述的是在抗美援朝时期，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士们在各方面物资
很匮乏的条件下，用血肉之躯顽
强作战的故事。

《最可爱的人》是由盛振华执
导，罗京民、胡世群、宋禹等主

演，讲述的是与男主人公相依为
命的小师姐作为文艺兵在参加抗
美援朝时期遇难，男主角在悲愤
之下请愿去了朝鲜战场，在上甘
岭战役中，与战友们一同浴血奋
战的故事。

银幕内英雄集结，银幕外的中
国电影人携手并肩，用心打造的影

片《金刚川》、《英雄连》、《保家卫
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最可
爱的人》以接力的姿态为祖国和英
雄奉上属于中国电影的一份致
敬。四部影片也用更加生动、丰富
的方式向新时代的观众讲述着不
能忘却的历史，薪火传承着不朽的
民族精神。

银幕内英雄集结 银幕外影人携手
四部抗美援朝系列电影近期上映

海南百景书画作品展开幕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尤梦瑜）10月
18日，由省文联指导，省书画院主办的“海南百景
书画作品展”在省书画院开幕。此次展览以200
件书画作品展示海南自然人文风采以及多年来的
建设发展成就。

据介绍，为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宣传海
南，“海南百景书画主题创作活动”面向海南全
省，精心策划遴选具有代表性的100个景点，邀
请200位书画家定题创作。采取“一景一书一
画”的形式，组成了恢宏的“新海南百景图”。展
览展出的作品，其内容涵盖了海南社会发展、经
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反映海南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以及独特的少数
民族文化风情。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31日，公众可前往
海口市公园路3号海南省书画院免费参观。

皮划艇健儿定安比拼
本报定城10月18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张博）10月17日至18日，作为2020海南亲水
运动季重点赛事之一的好舒福·定安皮划艇邀请
赛在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拉开战幕。竞赛项目均
为10公里静水拉力竞速，共有40名水上运动爱
好者参赛。

最终，倪淑娴获得女子单艇冠军，张梦鸾和叶
磊分别获亚军和季军；张秀聪获得男子单艇冠军，
韦合、许建威分别获亚军和季军；范慧、张秀聪组
合摘取男女混搭双人艇冠军，张梦鸾、韦合组合获
得亚军，韦杏婵、洪笃生组合获得季军。

全国动力冲浪板锦标赛

我省运动员夺两冠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

陈宏）10月18日，2020年全国动力冲浪板锦标赛
在江苏省宜兴市圆满落幕。海南趣玩水运动俱乐
部代表海南出战，陀理宏夺得男子动力冲浪板“环
圈竞速赛”及“场地回旋障碍赛”项目的冠军，刘克
念获得这两个项目的季军。

2020年全国动力冲浪板锦标赛由国家体育
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宜兴市人民政府主办，竞
赛共分为两大类八个小项，共有来自海南、江苏、
吉林、浙江、北京等地的15支队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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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为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拍摄了6集大
型电视纪录片《为了和平》。该片从
10月18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
道晚 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 2
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
部分省、区、市卫视跟进播出，中央主
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
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该片共6集，分别为《正义担当》、
《殊死较量》、《血性迸发》、《英雄赞歌》、
《万众一心》、《伟大胜利》，每集约50分
钟，采取史论结合、故事表达的方式，回
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美援朝战争

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全面反映抗美
援朝战争的正义性质和伟大胜利，深
入反映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丰富
内涵和时代价值，集中展示中国人民
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电视
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和社会
群众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和民族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奋力推进
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大型电视纪录片《为了和平》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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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在2020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
联赛（苏州赛区）第15轮比赛中，上海绿地申花队
以0比0战平上海上港队。

图为上海上港队球员王燊超（左）在比赛中射
门。 新华社发

中超联赛上演“上海德比”

申花0:0平上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