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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9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
场价格涨幅略有回落。专家表示，今
年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速、销售面积及
销售额增速等走出“深V”曲线，房地
产市场持续加快复苏。各地坚持“房
住不炒”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
9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情况”，9月份，4个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
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9%，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
涨0.4%、1.0%、0.7%和1.1%。

“今年9月份，各地继续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
面落实城市主体责任，着力稳地价、
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
场价格涨幅略有回落。”国家统计局
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1个二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3%和0.2%，涨
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3和0.2个百分
点。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
落0.5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6%，涨幅与上月相同。

业内人士表示，房地产投资增
速、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速、
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等指标在今年2
月份均大幅下滑，降至谷底，3月份后
开始反弹，不断上升，“深V”走势展
现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加快复苏回
暖的态势。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
续四个月同比为正，呈现稳中向上的
良好势头。

记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0年1至9月全国房地产销售数
据测算发现，9月单月，全国商品房销
售面积为1.8587亿平方米，同比上涨
7.25%，环比上涨 25.1%；销售额为
1.87万亿元，同比上涨16.0%，环比上
涨20.5%。

“金九银十”是传统楼市旺季。
记者走访部分一线城市发现，上海新
房和中心城区二手房市场热度较高，
在上海市远郊一楼盘的摇号现场，
900余套房源有3800多组客户认筹
摇号，中签比例约1:4。而在北京，楼
市总体供需平稳，房价较为稳定。贝
壳研究院认为，从今年下半年疫情好
转以来，北京新房市场供销比约为1，
即处于供需平衡状态，因而成交均价
保持稳定。

从上涨城市数量来看，平价走量
亦成主流。9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有55个，比上
个月少4个；下跌的城市有8个，比上
个月少1个；7个城市房价环比持平，
比上个月多5个。其中，环比最高增
幅为徐州的1.4%；最大降幅为太原、
常德和北海的-0.4%。

1至9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
地购置面积15011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2.9%，降幅比1至8月扩大0.5个
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9316亿元，增
长13.8%，增速提高2.6个百分点。

今年下半年以来，约30个城市收
紧楼市政策，累计发布调控政策30多
次。9月份，东莞、杭州、沈阳、深圳、
唐山等城市发布调控政策，从限购、
限贷和限售等方面规范房地产市
场。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依然是各地楼市调控的重
中之重，特别是后续各地依然要关注
地价变化，防范土地市场过热。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优玲、郑钧天）

海风轻抚，绿意环绕，在马袅

湾畔遇见理想中的海居之地——

海南恒大·御海天下。

依海而居是许多久居都市的

人们理想的生活方式。海南恒大·

御海天下位于马袅湾滨海国际旅

游区核心位置。在此居住，可以尽

情享受优美的居住环境，以及河、

海、森林、湿地等原生态自然资源，

这里是众多都市人心中向往的旅

游度假胜地。

马袅湾地理位置优越，长期内

河水流冲击，泥沙堆积，形成冲积扇

形岛屿，是红树林及白鹭、飞鱼等繁

衍的温床。湾岸直面大海，自成一

体，集海、河、林于一体，融汇大自然

精华。在这里，白鹭纷飞，飞鱼畅游

于红树林湿地，鲜花绿意层叠，海天

一色相映成趣，让远道而来的客人

体验到非同寻常的感受。夜幕降
临时，森林中飘散着雾气，淡淡的树
木花香散发出迷人的自然气息。

十里U型海湾，引风入港，加
之背倚山丘，让恒大·御海天下依
地势而建的一线海居生活，充满了
让人陶醉的河海、山林、滩涂、湿地

等自然风光。
每个人对生活、度假的定义

或许不同。海南恒大·御海天下
是众多都市人心中向往的旅游度
假胜地。入住于此，可以让您观
海、瞰河、观赏湿地、御海而居。

（广文）

清水漆施工有技巧

清水漆主要成分是树脂和溶剂，是不含颜料
的透明或淡黄色的涂料，光泽美丽，容易成型。清
水漆涂于家具表面后，能保持木材的原色花纹，手
感光滑并且具有一定的光泽度。

据介绍，清水漆的施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封闭底漆，以防透底、变色，发霉。
2.基材清理。对木饰品表面的污渍、乳胶等

进行清理。用砂纸清除污渍时应顺纹擦磨，切忌
横擦，避免损伤饰面。

3.第二次封闭底漆。此次底漆不宜过厚，尽
量选择喷涂方式。

4.腻子灰调色、点补和打磨。
在自然光下，根据饰面板颜色调色。清理打

磨后逐一检查补灰是否饱满，如有遗漏或内凹现
象应及时修补。对面板损伤和线条缺陷的部位，
应作小面积修色点补。

5.刷底漆和打磨。
底漆刷完干透后，使用电动打磨机对木饰平

面打磨，但是边角部位禁止使用打磨机，以免伤及
饰面。干磨后，应用砂纸再进行一次水磨，増强面
漆完工后的手感和光泽度。

6.面漆施工。
清除木制品表面灰尘，确保工作面清洁、无

尘、通风。掌握油漆的调配比，根据季节、气
候、温度、湿度，合理使用固化剂、化白水，并用
筛网过滤。施工过程中要喷两次面漆，中间间
隔时间不宜过长，第一遍干透后即可喷第二遍
面漆，无需打磨。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许多生活在喧嚣城市中的人
都有一个梦想：在钢筋水泥丛生
的都市里寻一处“世外桃源”。三
亚恒大御府以四大美好生活服务
体系，为您提供美好舒适生活。

优配套·惬意生活
三亚恒大御府位于三亚市政新

城，学、行、医、居资源丰富，附近有居
然之家、妇幼保健医院及成大高尔夫
球场等资源配套，邻近乐天城、解放
路等商圈，满足您休闲娱乐需求。

优环境·健康生活
三亚恒大御府倾情打造约

60000㎡风情园林，围绕生态御湖
匠造五重景观，让您身处城市中，
如在山水间。项目周边环境优美，
毗邻四大森林公园，自然风景一览
无余，让您近距离感受自然风情。

优社群·品质生活
三亚恒大御府精心打造品

质社区生活，自建星级会所，构
筑优质社交平台，集健身房、室
内泳池等于一体，是您健身运
动、社交会客、独处休闲的好去
处。

优服务·幸福生活
在三亚恒大御府，国家一级

金碧物业是您的专属物管专家，

提供24小时全方位全时段服务，
从环境养护、安全巡防、报事报修等
方面呵护您的生活。

作为品质生活的践行者和三
亚人居新标杆，三亚恒大御府始
终以积极向上的真诚姿态，将业
主对品质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 （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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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0城房价涨幅略有回落

房地产市场
“深V”复苏加快

海南恒大·御海天下：

给您不一样的海居生活

三亚恒大御府：

描绘美好馨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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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2020-02-1号

地块位置

椰林镇

地块面积
(平方米)
10351

地块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3.1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米）
≤45

出让年期
（年）
70

投资强度
(万元/亩)
≥450

竞买保证
金 (万元）
2256

起始价
（元/平方米）

2730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0-02-1号宗地净地出让

条件的证明》，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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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用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
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属房地产业中的住宅用地，投资强
度指标设定为不低于45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标。

二、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
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竞买人须为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属国有企业
或县属国有企业全资子公司。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境
外法人和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的，应当提供境外公证
部门的公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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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
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
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
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
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
人；（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
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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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违
法行为的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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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至2020年11月10日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10月22日09时00分至2020年11月18
日12时00分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向陵
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为2020年11月18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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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
2020年11月18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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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间为：
2020年11月11日09时00分至2020年11月20日16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竞买

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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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交价款不含各
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四）竞得人应当在
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本次挂牌地块以
现状土地条件出让；（六）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七）本次挂牌出让事
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 系人：周小姐 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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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银行：
（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266254050805
（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46001005736053001573
（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21-840001040018030
（四）陵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银行账号：1007019400000145
（五）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6001276700012
（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新建路支行
银行账号：2201007729200023924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22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自然资告字〔2020〕5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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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编号

2020-02-2号

地块位置

椰林镇

地块面积
(平方米)

21459

地块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3.1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米）
≤45

出让年期
（年）

70

投资强度
(万元/亩)

≥450
竞买保证
金 (万元）

4685

起始价
（元/平方米）

2730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自然资告字〔2020〕6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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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0-02-2号宗地净地出让
条件的证明》，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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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用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
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属房地产业中的住宅用地，投资强度
指标设定为不低于45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标。

二、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
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竞买人须为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属国有企业
或县属国有企业全资子公司。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境外
法人和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的，应当提供境外公证部
门的公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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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
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
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
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
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事
人；（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
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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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违
法行为的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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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至2020年11月10日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0年10月22日09时00分至2020年11月18
日12时00分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向陵
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为2020年11月18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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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
2020年11月18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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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间为：
2020年11月11日09时00分至2020年11月20日16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竞

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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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交价款不含
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四）竞得人应当
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本次挂牌地块
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六）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七）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人：周小姐 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

楼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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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银行：
（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266254050805
（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46001005736053001573
（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21-840001040018030
（四）陵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银行账号：1007019400000145
（五）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6001276700012
（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新建路支行
银行账号：2201007729200023924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22日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
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
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
善民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要求，紧紧
围绕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运行、约束
机制，建设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
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的金融支持。

自2006年8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室”以来，开发银行公开
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较好效果。为进一步确
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热忱
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造成或可能造
成开发银行支持领域内国有资产、国民资产损失和危害或可能
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项目法人及组织。包括开发银行各

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
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的

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息、经营信息、
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
用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非法占用、
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使用
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行为。包括
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逃避
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意、故意、恶意逃废债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不真实或虚
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支
持项目提供虚假担保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害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等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等

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自觉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负
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
承担法律责任。举报人反映或举报可以署名或匿名，但为尽快
了解更详细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馈有关处理结果，提
倡举报人实名举报并留下详细联系方式，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
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举报人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奖励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且避免或挽回开发银行资产损失

的，开发银行将视具体情况给予举报人奖励。
五、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6号国家

开发银行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怡路甲1号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570311）
电话：0898-68728736
六、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

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2020年10月23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