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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墙面如何翻新?
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房子变得老旧，在外观上的

突出变化是墙面发黄、发霉、脱落等。面对老旧墙面，
有些人会对墙面进行翻新处理，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墙面检测
墙面翻新前要先进行检测，看看墙面是否有受

潮等现象。做好全面检测工作，可以保障翻新工程
顺利进行。

墙面处理
打磨墙面，将表面的坑洼不平处打磨平整。特

别要注意基层的处理，避免新老灰层出现脱层现象。
刮灰处理
在处理过的墙面进行多次刮灰处理，再用机械

或手工方式均匀打磨，让墙面变得细腻光滑。
涂料施工
刮灰处理后，进行涂料上色。漆料上色时，要做

好整体规划，选择环保涂料，降低甲醛含量。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依山临湖、择林而居已经成为
许多人向往的生活方式。海南恒大
御湖庄园，让您在自然美景中寻找
惬意的生活状态。

海南恒大御湖庄园拥有约10
万平方米欧式皇家园林，将建筑融
入自然中，立体造景，层层递进，漫
步园中随处可见诗意之美。

项目周边美景环绕，距离国家
4A级景区文笔峰约2.5公里。闲暇
时，您可行走在山峦壮阔处，欣赏美
丽风景，释放压力。项目不远处就
是南丽湖风景区，在这里可以享受
诗意生活。

恒大御湖庄园拥有多元醇熟配
套设施和全龄活力社区。恒大御湖
庄园约2700平方米的商业街，汇聚
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丰富业态，日
常生活所需一站式解决，让你悦享休

闲时光。该项目以度假、养生为理念，
打造约5300平方米健身康体会所，足
不出户即可全方位满足休闲娱乐、舞
蹈健身、球类运动、阅读等需求。

恒大御湖庄园是恒大集团在海
南定安倾力打造的康养度假项目，
体现了恒大长久以来对高品质的追

求。世界五百强恒大集团秉承9A
精装理念，为业主提供科学的空间
布局，精装修交付让业主减少装修
的烦恼，实现宜居梦想。

海南恒大御湖庄园，让您在自然
美景中寻找惬意的生活状态，享受出
则繁华、入则静谧的生活。 （广文）

海口恒大美丽沙，约3300亩城
区滨海大盘，让您在观海美宅里诗
意栖居。

海口恒大美丽沙位于海口海甸
岛北部，立体交通纵横，经世纪大桥
连通三大商圈，让您享受进则繁华、
退则宁静的美好都市生活。滨海名
仕会所，规划建设室内恒温泳池、健
身大厅、桌球室等康乐空间，助您开
启品质生活。

海口恒大美丽沙与海口市美丽沙
幼儿园、海口滨海九小美丽沙分校、海
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为邻，书香四
溢书声琅琅。入住这里，就是为孩子
选择一个充满书香味的成长环境，为
自己选择一个温馨和谐的人文社区。

海口恒大美丽沙匠心打造九重
风情园林，特色植物汇聚，珍贵草木

点缀其间；约1.2公里椰林大道（部
分建成），构成绿色慢行系统，人车
分流各行其道。

在海口恒大美丽沙，窗外是湛蓝
海岸，蕴藏诗意生活。您可以在此看
潮起潮落，记录点滴的美好；临海而
居，感受浪漫海岸的美好。清晨起床

时，与海鸥招招手，骑上单车在滨海
长廊走走停停；夕阳西下时，耳边传
来海风的低语。在这里，住宅的客厅
与观景阳台连接，引阳光美景入室，
海岸美景一览无余。在此静静聆听
月光下忽近忽远的海浪声，倒一杯清
茶，品别样人生。 （广文）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发布后，海南自贸港建设
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话题，国
内外众多头部企业纷纷抢滩入
驻海南，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作为积极参与海南建设的企
业之一，融创中国积极践行“美
好城市共建者”责任。融创中国
自2015年进入海南以来，已在全
岛10大城市布局，通过产业引擎
的打造、美好社区的营造、积极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三大途径，实
现人、产、城的和谐共生，助力海
南发展建设。

琼海市美丽渔村高端文旅项
目“潭门老渡口”，今年9月底正式
投入运营以来，不断吸引国内外游
客观光游玩。琼海市潭门镇排港
村这个曾经少人问津的小渔村，在
融创中国的投资改造下，村庄风貌

焕然一新，成为琼海美丽乡村的新
标杆。

融创在琼海博鳌开发与运营
的高端成熟大盘——融创金成博
鳌金湾，为当地美好生活带来发展
助力。

从产品开发到产业建设，作
为美好城市共建者，融创与海南
共成长。 （广文）

近年来，融创通过海口融创·
精彩天地、三亚新闻中心等项目
的开发建设、落地招商与运营，以
产业引擎共建美好城市，助力海
南发展建设。

融创在海口市中心的繁华核
心区，运用自身城市商业地标建设
经验，整合产业资源，建设商业综
合体——融创·精彩天地。该项目
以“轻社交、轻时尚”为主题，为海
口打造集创意办公、活力商业等内
容于一体的全新一站式精彩生活
综合体。凭借潮流社交情境的打
造、品牌商家的引入，融创·精彩天
地成为地区地标项目。

三亚新闻中心位于三亚中央
商务区东岸CBD板块核心，承载着
总部核心区功能。这个融合生态、

科技、商务、空间、人文等要素的创
新商旅综合体，未来将成为集通
信、数媒、广告、新闻、网络、信息科
技等文化产业于一体的媒体产业
中心，是融创参与城市产业地标建
设的代表作。

（广文）

恒大御湖庄园：

畅享品质生活

海口恒大美丽沙：

面朝大海 诗意栖居

文旅融合
融创与海南共成长

融创助力城市发展

融产业发展 创美好城市

广告·热线：66810888

迁坟通告
市政府储备地（灵山墟西侧）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灵山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342854.12平方米

（约合514.28亩）。项目涉及灵山镇群山村委会槟榔园、乐

只、林宅、郑宅、杨宅、吴宅村民小组。该项目近期内将开

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

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

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灵山镇张先生:18889969419

海口市美兰区土地征收服务中心

2020年12月11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9HN015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打包转让车床等14台旧设备，挂牌

价98000元。公告期为：2020年12月11日至2020年12月

24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

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

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07麦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2月11日

受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20年12月28日15:30
时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对以下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现
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位于海南省屯昌大同乡良茂坡的一宗5914平
方米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号：屯国用（2001）第02-00037号]，位
于海南省屯昌大同乡良茂坡的一宗6173.3平方米工业用地土地使
用权[证号：屯国用（2001）第02-00038号]及其地上面积为2553.62
平方米的建筑物。（详见：《资产评估报告》）。参考价：541.3944万
元，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二、拍卖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大厅（海
口市国兴大道9号海南会展楼二楼205室）

三、标的物展示咨询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12月27日
17：00时止。

四、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于以2020年12月27日17:
00前到账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屯昌县人民法院；开户银行：

海南屯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银行账号：
1010869690002758缴款用途须填明:（2020）琼9022拍1号竞买
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竞买人于2020年12月27日17:00前，凭竞买保证金收据及按
要求提交有关资料到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或海南产权交易所报
名办理竞买手续，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五、特别说明：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按照国家规定各自缴交。
海南产权交易所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层
电话：0898-66558010（孙女士）
拍卖单位：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层
电话：0898-68585002 68585005
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7830940

18608915658

海南省屯昌大同乡两宗12087.3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司法拍卖公告 昌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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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竞买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属境外
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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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1、凡在
海南经济特区行政区域内有严重违反土地出让合同、闲置土地、拖欠
地价或有其他不良记录的及与其有参股、控股、投资关系的法人及其
他组织。2、失信被执行人。（三）地块产业准入条件：旅游产业。三、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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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0年12月13日至2021年1月
11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
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
人可于2020年12月13日至2021年1月11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五楼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
楼3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
月11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 1月11日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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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地块挂牌时间为2021年1月2
日8时30分至2021年1月13日10时。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
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2、本次
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3、竞得人须严格按照该地块的规划要求、

产业类型及用地控制指标开发建设。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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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开工建设，自
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5、该地块开发建设的总建筑面积3 万平方
米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具备条件的应采用装配式方
式建造。6、成交后，我局现场与竞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签订
《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竞得人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需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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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由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土地使用权人履行《海南省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执行情况。7、该地块为政府储备地，权属
清晰，无争议。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完成，无法
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地块不在疑似污染地块范
围内。地块周边已通水、通电、通路，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
需的条件。综上，该地块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8、按正常工作时间
（上午8:00-12:00，下午14:0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
除外。9、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10、上
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
com/ (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
lr.hainan.gov.cn；九、咨询方式：咨 询 电 话 ：0898- 26630913、
31277278联 系 人：麦照军、黄小姐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1日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昌江县昌化镇昭德路北侧，地块编号为
CJCHHZ-2020-A-09-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昌自然资告字〔2020〕66号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土地用途

竞买保证金

CJCHHZ-2020-A-09-1号

40年
≥30

零售商业用地
618万元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规划用地性质

起始价

4715.16平方米（合7.07亩）

≤0.5
≤10

加油加气站用地（B41)
618万元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投资强度（万元/亩）

增价幅度

昌江县昌化镇昭德路北侧

≤40
≥250

1万元及其整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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