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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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至2020年1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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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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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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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8时30分至2020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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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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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让宗地属农林
牧渔服务业类型项目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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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内动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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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地工业项目用地控制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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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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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文土告字〔202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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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0）-28号

备注：1、该宗地属于E-11地块，沿110KV高压线两边外侧须各控制10米宽的高压保护走廊，高压走廊控制线内禁止建设（构）筑物。
2、因其生产工艺要求，生产厂房需要，经规划管理部门同意，控制局部可突破24米，但不超过45米。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路镇约
亭工业园区内

面积（m2）

25014.49平方米
（折合37.522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0 建筑系数≥
30%绿地率≤20%
建筑限高≤24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1313.2608
（525元/m2）

竞买保证金（万元）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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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代龙坡
高效养殖小区项目环评公示信息

《东方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代龙坡高效养殖小区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意见。一、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
途径1、网络链接：http://hnsthb.hainan.gov.cn:8007/hbcenter/
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东方市八所镇感
恩北路42-3号。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征求以本项目厂址为中心
边长5km矩形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意见。三、公众意见表
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
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方式并
提供常住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东方温氏畜牧有限公司；邮
箱：553774457@qq.com；地址：东方市八所镇感恩北路42-3号；电
话：15091988857。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10.20~11.2。

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洋浦土告字〔2020〕7号

经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在洋浦经济开发区
范围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符
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一）竞买人其公司注册地为洋浦
经济开发区；非洋浦经济开发区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书面承诺
在竞得土地后10日内，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注册公司。（二）竞买人须
为2019年《财富》杂志刊登的世界500强企业或下属子公司。三、
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用于石化产业项目建
设。（二）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琼国土资规
〔2018〕7号）文件确定的标准，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拟建项目属于
海洋产业（含油气开发），按照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300万元/亩，产
出指标不低于45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不低于30万元/亩开发建
设，达产时间为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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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同时须与洋浦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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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竞得人的公司注册地址和税务登记地址自竞得宗地之
日起30年内不得迁出洋浦经济开发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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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从出让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满两
年不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闲置满
两年的，报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
权。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有关管理
规定。（五）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进行开
发建设。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价高且不低于底
价者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五、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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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迎宾
大道洋浦大厦1420室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或海南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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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取
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六、竞买保证金及资格确认。申请

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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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2020-G-01地块：
2020年 11月 12日 8:00— 2020年 11月 23日 10:00。2020-G-
02地块：2020年11月12日8:00— 2020年11月23日10:30。挂
牌现场会时间：2020-G-01 地块：2020 年 11 月 23 日 10:00。
2020-G-02地块：2020年11月23日10:30。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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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次竞
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
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上午8:00至11:30 ，
下午14：30至17：00。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其他需
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活动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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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与洋浦经济开发区规
划建设土地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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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
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二）本次出让宗地属存量国有
建设用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四至界线清楚，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
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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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
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需须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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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
宗地施工报建等相关审批手续后，方可动工建设。（四）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九、咨询方式。联系地址：海
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迎宾大道洋浦大厦1420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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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先生 李女士。
联系电话：0898-28829216 68598868。查询网址 ：http://lr.
hainan.gov.cn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www.
landchina.com

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 2020年10月23日

地块编号

2020-G-01

2020-G-02

注：出入口方向：西、北、南；建筑退红线：东20米、南20米、西20米、北20米；安全距离：严格按照项目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安全、合理、位置紧凑布局；行政办公及生
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7%；建筑限高24米；严禁在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2020-G-01地块用
于乙烯项目建设，2020-G-02地块用于乙烯项目配套设施项目。

地块位置

洋浦石化功能区
山东高速有限公
司项目北侧、滨
海大道西侧

用地面积（m2）

2252077.76

157582.60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6（建筑物层高超过 8米的，在计算
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算）；建筑系数≥30%；绿地率≤20%
容积率≥0.5（建筑物层高超过 8米的，在计算
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算）；建筑系数≥30%；绿地率≤20%

使用年限（年）

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60806.0995

4254.7302

挂牌起始价（万元）

60806.0995

4254.7302

关于陈仁斌、陈仁燕及杨杨的离职声明
尊敬的顾客、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各界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公司的支持和信任。为保障我公
司及各位朋友的合法权益，我公司特声明如下：我公司原总经理陈
仁斌已于2017年1月正式离职，原财务会计杨杨已于2017年11
月正式离职，原审计总监陈仁燕已于2020年3月正式离职。上述
三人自离职之日起，已与我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无权代表我公
司，或以我公司员工名义对外发表任何言论，签署任何文件、协议，
或参与任何活动。以上三人离职后从事的一切活动，皆属其个人
行为，我公司均不予认可，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发现其存在任何
侵害我公司权益或声誉之行为，我公司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为
保障您的合法利益及交易安全，凡涉及本公司业务的事项，请及时
联系本公司业务部（联系电话：0898-65728318，13389878004），
再次感谢大家！特此声明！

海口新大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威瑞广场规划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原名称为大印名豪广场（酒店工程），琼海威瑞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通过法院拍卖取得了项目用地独立的不动产权证，现公司
对原项目方案酒店部分进行规划修改及建筑方案深化设计，调整后
酒店工程（威瑞广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用地面积13429.01m2，
总建筑面积 47121m2，计容建筑面积 30069m2（其中酒店面积
25569m2，商业面积4500m2），容积率2.24，建筑密度18.57%，绿地
率35%。调整前后计容建筑面积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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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至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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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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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本报讯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70年前
的这场战争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中国的国
际威望空前提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
自信心和自豪感。

近日，《上甘岭》《英雄儿女》《奇
袭》《三八线》等一批抗美援朝题材经
典影视剧作品集中亮相荧屏，带观众
重温“向我开炮”“一条大河波浪宽”这

些响亮台词、歌词，背后的真挚的爱国
情怀与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

首先来看纪录片、文化纪实类节
目领域。东方卫视将于10月23日晚
22时档播出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
中心摄制的专题纪录片《不朽的英雄
赞歌》（1集45分钟）。该片从上海角
度出发，寻访上海籍志愿军老兵和历
史亲历者，结合国内外抗美援朝的影
像资料和档案文献，用故事的方式讲

述英雄的事迹，同时也将展现抗美援
朝时期上海后方对前线的支援。该纪
录片还将于10月25日纪念日当天，
在东方卫视、纪实人文频道重播。

10 月 21 日至 24 日晚间 19:30
起，东方卫视将播出6集纪录片《为了
和平》，纪实人文频道也将从10月22
日至27日每晚20:00跟播。该片采
取史论结合、故事表达的方式，集中展
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革命

精神，充分彰显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维
护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巨大贡献。10
月24日晚20:30，东方卫视品牌文化
纪实节目《闪亮的名字》将播出全新创
制的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特别节目《闪亮的名字——战火青
春》。

节目围绕四位抗美援朝的战斗英
雄胡乾秀、王海、王清珍、胡修道，讲述
他们参加抗美援朝战斗的英勇故事。

节目创建两个时空，设定“英雄讲述
者”和“英雄重现者”两种角色，搭建英
雄关联故事的特定氛围场景，全视角
讲述与独幕剧戏剧化展现双线并行，
通过搭建与英雄人物高光故事相同的
情境来增强代入感。主持人陈辰从知
性温婉的女性角度，娓娓道来当年的
感人之事，并且与英雄关联人物共同
追忆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汇）

抗美援朝题材经典影视剧热播
带观众重温“一条大河波浪宽”“向我开炮”等响亮台词、歌词

我省红色文艺轻骑兵
演出活动收官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赵优）21日晚，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握岱村村民的掌声中，在
一曲《不忘初心》的深情歌声中，2020年海南省红
色文艺轻骑兵演出活动圆满收官。

由省旅文厅领队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汇聚了
省琼剧院、省旅游和文化志愿者艺术团等重点院
团以及本土演艺人士，先后走进洋浦经济开发区
三都区、澄迈县福山镇花场村、东方市八所镇十所
村等全省10个村镇进行巡演。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9月12日以来，由省
旅文厅主办的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和红色文艺
轻骑兵演出活动共计组织开展了百余场文化惠民
活动，打破传统文化下乡模式，不单依靠“送文化”
行动，更是发扬“种文化”精神，输出文化“精气
神”，通过“演出、展览、培训、讲座、阅读、展播”等
文化形式创新，有效提高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使用效能，为群众营造出温暖、喜悦的文化生活幸
福氛围。

海南开启“草根篮球”盛宴
中国篮球公开赛海口赛区三个分赛
区同时打响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王黎刚）中国
篮球公开赛系列活动海口赛区的三个分赛区比赛
21日晚同时在屯昌、琼海、儋州打响。

此次中国篮球公开赛系列活动海口赛区共分
为琼海、屯昌、儋州、海口4个分赛区，琼海、儋州
分赛区前3名，屯昌分赛区前2名、海口分赛区前
8名将晋级海口赛区总决赛，海口赛区总决赛将
于11月进行。

据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篮球公
开赛系列活动海口赛区比赛主要面向海南本地居
民或在海南本地就读的大学生篮球爱好者，为加
强群众基础，2016年至今参加中职篮（CBA）联
赛、2017年至今参加中男篮（NBL）联赛的注册球
员以及参加第22届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的
大学生球员均不允许参加，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
体育篮球比赛。

屯昌分赛区比赛在屯昌县体育馆打响。本次
比赛共有5支球队参加，将采取小组单循环赛制
决出冠、亚、季军。琼海分赛区在琼海市体育馆举
行。该赛区共有18支球队参赛。儋州分赛区比
赛分别在儋州市全民健身体育馆和儋州市网红球
场打响。

本次比赛由省旅文厅、省篮球协会主办。

拜仁4：0马竞
国米2：2门兴

阿贾克斯0：1利物浦
奥林匹亚科斯1：0马赛

曼城3：1波尔图

⬅ 10月22日，在中超第二阶段
（大连赛区）第16轮比赛中，大连人队
以2：0战胜石家庄永昌队，以两轮总
比分3：2战胜对手，保级成功。在另
一场比赛中，北京国安队2:1逆转山
东鲁能队。以总比分4:3战胜了对
手，进入了4强。

图为大连人队球员贾尼松（前）
在比赛中传球。 新华社发

中超联赛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椰树精神文创产业园——麻
双鸣(文昌)艺术中心项目说明会20日
在柴艺坊艺术中心举行。该项目将升
级工美产业模式，建海南工美文化创
作、交流、展览、销售一站式集中地，打
造海南国际文化艺术旅游目的地，助
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自贸港建设。

据项目主要发起人麻双鸣介绍，
该项目位于文昌市中心城区航天大道
片区，占地面积29.56亩。麻双鸣(文
昌)艺术中心将规划建设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名家博物馆、工艺大师工作室、
文创工作室、艺术家交流中心、艺术品
展销中心、研学基地、艺术综合楼等功

能性产业设施，并设立海南工美世界
巡展文昌总部基地。

麻双鸣说，海南工美文化是海南文
化的标志之一，有着丰富的本岛特色资
源和传统工艺，海南工艺美术产业园创
新模式可实现集创新设计、工艺研发、
创意产业孵化、大师引进、人才培养、展
览拍卖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工美文化艺
术一站式集中地。

据了解，麻双鸣等工美大师团
队已经引进8位海南省杰出人才和
领军人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将计
划再引进 30 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和全国技术能手，携产业落地海南，
发展工美产业。

麻双鸣(文昌)艺术中心落户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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