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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

已先后在13个镇（区）开展23场爱心扶贫集市

销售扶贫产品合计220.11万元

共119个帮扶单位、74个机关单位、学校、医院食堂，1263名帮扶责任人

通过线上和线下等方式购买爱心农产品

带动2152户贫困户产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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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以来

琼海爱心扶贫产品线上线下
累计交易额达1484.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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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五自规告字〔2020〕7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五指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

定以挂牌方式出让编号为WZSJS-2020-85-A、B号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挂牌出让委托有资质的拍卖公司具体承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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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与本次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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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成交价不得低于出让底价，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

竞买者可于2020年12月21日至2021年1月13日17:00到海南省

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获取《五指山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文件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挂

牌出让文件所载内容亦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报名期限：2020年12

月21日上午8:30至2021年1月13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

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必须按照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申请人在提交竞买申请前将保证金存入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指定账户（以入账为准）。竞买成交后，竞得人的竞买保证金转作履

行土地出让合同的定金。开户单位：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 户 银 行 ：五 指 山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银 行 账 号 ：

1013544976900099。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

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21年1月13日17:30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WZSJS-2020-85-A号地块挂

牌时间：起始时间2021年1月5日8:30，截止时间：2021年1月15日

9:30。WZSJS-2020-85-B号地块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1年1月

5日8:30，截止时间：2021年1月15日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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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事

项。（一）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

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二）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0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三）上述所有

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四）本次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有关税费，竞

得人须按有关规定缴纳有关税费。 (五)上述两宗地块已完成地上附

着物清表，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确认通水、通电、通路等，已完成土地评估，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

件，无法律经济纠纷。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五指山市国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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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准。十、咨询方式。咨询电

话：15719885155 0898—32855875。联系人：王女士 张女士。

联系地址：五指山市沿河东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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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7日

地块编号
WZSJS-2020-85-A
WZSJS-2020-85-B

土地位置
原味精厂地块
原味精厂地块

用地面积（平方米）
11695.35
23386.08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
教育用地

容积率
≤1.5
≤1.5

建筑密度（%）
≤30
≤30

绿地率（%）
≥35
≥35

建筑限高（米）
≤24
≤24

出让年限
50年
50年

保证金
409.34万元
818.51万元

中国一冶美兰机场项目部为农民工办理工资卡
为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发放到位、切实保障农民工合

法权益，并确保不影响施工进度，近日，中国一冶美兰机场项目
部积极与中国工商银行联系，协调，最终将银行工作人员“请进
来”,现场为农民工兄弟办理银行卡100余张。一位农民工在
拿到工资后激动地说：“给有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工作，我们心
里踏实”。

时下正值年终岁尾，有关农民工工资问题更是各级政府主
管部门的关注重点，中国一冶美兰机场项目部发挥央企担当，
积极做好摸牌工作、排查不稳定因素，截至目前，未出现一次因
经济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群访、闹事等事件。同时，该部不断加
强分包队伍管理，切实维护好农民工权益，力争维稳取得实效，
确保各项生产工作顺利有序的开展。

房产铺面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12HN0212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文明中路80号等26个铺面、房产进行分
别招租，公告如下：1、本次招租房产、商铺分别为海口市文明中路80
号二层2套住房及四层3套住房、海口市和平南路59号海狮大厦5楼
住房、海口市和平南30号首层4号和7-2号铺面、海口市五指山路4
号二层2-1房屋、海口市龙丰路橡胶五厂宿舍2间铺面、海口市大同二
横路2号A栋6间铺面和B栋7间铺面及C栋2间铺面。2、租赁期限
为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
动态报价方式交易。3、公告期：2020年12月17日至2020年12月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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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38 吴先生 、66558023 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2月17日

解除《房地产买卖合同》通知书
符云雄先生：

2018年2月6日你方与我方陈志成、符山、李若姬分别签订了
《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你方向我方购买海口市南方国际大厦第A
幢一层整层、二层（6）-（7）轴、二层（7）-（11）轴房屋。合同签订后
我方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房屋等义务，而你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
房款，已经构成严重违约。我方多次催告后，你方仍未支付。现根
据合同法及双方合同约定，现向你方正式通知如下：

1.我方即日解除与你方分别签订的三份《房地产买卖合同》。
2.限你方三日内搬离合同约定房屋，将合同约定房屋恢复原

状并交还我方。
我方保留依法追究你方违约赔偿责任的权利。
特此通知！

通知人：陈志成、符山、李若姬
2020年12月16日

沁源汇养生度假基地（三期）项目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梧桐路1
号。项目于2019年12月通过规划许可。变更内容为酒店地下室平
面调整。经审查，变更方案建筑密度、容积率等规划指标均无变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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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至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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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jcs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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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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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沁源汇养生度假基地（三期）项目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2020〕17013号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孙
慧 特约记者邹小和 实习生焦晴）“每
个月扣除社保费用后，还能拿到2500
元左右的工资。”12月16日，在东方市
大田镇老马村，脱贫村民刘成议骑着
摩托车在大广坝灌区水渠岸堤上巡
逻，作为大广坝灌区管理分局聘任的

“渠长”，刘成议的主要工作就是确保
渠道安全畅通。

今年以来，我省大力推进水务就
业扶贫工作，充分开发水库管理员、河
湖巡护员、渠道管护员、农村饮水安全
管护、城镇供排水管理等公益就业岗
位，组织劳动力到水利项目打工，激发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的就业热情，实
现脱贫致富。在我省各市县的村庄
里，还有不少像刘成议这样的脱贫村
民，被聘任到灌区水渠管护员或者水

库管护员等水务系统公益岗位就业，
每个月有固定工资收入，能为他们减
轻不少家庭经济负担。

王家益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
征镇潮村的饮水安全检测员，主要负
责用仪器检测村里自来水水塔的水
质，做好水塔附近的保洁工作，每个月
有600元的工资。“每个月有一笔稳定
工资，加上种菜、打零工等其他收入，

一年下来也能挣不少，比以前好多
了。”王家益说。

让当地村民参与到水利工程管理
与建设，也增强了村民对水生态环境
保护的责任意识。2019年，大广坝灌
区管理分局与老马村委会联合开展环
境整治，拆除水渠周边的违法建筑，保
护水渠畅通清洁，刘成议就主动提出
将自家的老屋拆除，给老马村的环境

整治活动起了带头作用。
据省水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我省持续优化水务系统的公
益岗位设置，优先保障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实现就业。截至目前，全省共
开发水务系统公益性岗位12190个，
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4900人就
业，全省水务工程施工企业吸纳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582人就业。

我省水务系统优化公益性岗位配置,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4900人就业

护水护渠 就近就业

今年以来我省认定
扶贫产品1225个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陈颖 实习生王伟君）
2020年以来，海南省消费扶贫专项工
作组加快扶贫产品认定，促进消费扶
贫专柜专馆专区“三专”建设。截至11
月底，全省共认定扶贫产品1225个，
产值达122.8亿元。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12月16日从省供销社获悉的。

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印发
《海南省消费扶贫专柜专馆专区试点
实施方案》等指导性文件，省扶贫办成
立省消费扶贫“三专”工作专班，统筹
协调全省资源开展消费扶贫“三专”工
作。各相关部门、市县区配合专柜企
业选取点位并布设，已完成2276个消
费扶贫智能专柜布设点位的选定，已
布设消费扶贫智能专柜206台。

本报嘉积12月16日电（记者刘
梦晓）海南日报记者12月16日从琼
海市扶贫办获悉，今年以来，琼海充分
发挥全市消费扶贫体系的作用，凝聚
合力组织产销对接，加快线上线下渠
道融合，消费扶贫实现“多点开花”。
截至目前，琼海爱心扶贫产品线上线
下累计交易额达1484.48万元，脱贫
攻坚成果进一步巩固。

琼海市扶贫办主任冯雄介绍，今
年以来，琼海市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元
化消费扶贫新模式，为贫困群众搭平
台、卖好价，让消费带动扶贫、让扶贫
促进消费，推动消费扶贫业态升级。

今年该市已先后在13个镇（区）开展
23场爱心扶贫集市，销售扶贫产品合
计220.11万元。

在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期，为把疫情影响降到最小，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琼海出台一系列措
施，奖励、支持带贫企业和合作社带动
贫困户发展扶贫产业，带动贫困户和
带贫合作社稳定增收，对冬季瓜菜运
销企业进行奖补。同时，还为本地区
财政预算单位统一注册开通“扶贫
832”销售平台账号，积极开展贫困地
区农副产品采购工作。

同时，琼海利用社会捐助款优

先采购贫困户和带贫合作社（公司）
扶贫农产品，先后三批次向湖北捐
赠物资约1483吨，捐赠物资价值资
金合计约 717 万元，在支援湖北抗
疫的同时有力解决了贫困户农产品
滞销问题。

为促进消费扶贫，琼海还在全市
发布“爱心消费扶贫倡议书”，广泛发
动、倡议机关单位、社会爱心人士、广
大党员干部和市民积极参与线上和线
下消费，发动全市单位落实干部认购，
机关单位食堂、学校食堂、医院食堂等
落实定向认购本地贫困户农产品。今
年以来，该市共119个帮扶单位、74

个机关单位、学校、医院食堂，1263名
帮扶责任人，通过线上和线下等方式
购买爱心农产品，带动2152户贫困户
产业增收。

冯雄还介绍，与此同时，琼海市
积极抓好全市10家贫困户农产品专
柜专区的管理，促进贫困农产品就近
就地销售。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嘉积镇农业服务中心还开通

“微信小程序商城”“爱心助农平台”，
各镇干部开展“微信圈帮卖”“套餐
购”等形式促销活动，促进消费扶贫
稳步发展，助力琼海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

琼海力促消费扶贫，全年累计交易额近1500万元

销售“多点开花”农户多点收获
全省共认定授牌运营市县

级以上专馆 39 个、专区 37 个，
其中省级消费扶贫专馆7个

今年以来截至11月底

全省共认定扶贫产品 1225
个，产值达122.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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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吴村集中力量做大集体产业

盘活撂荒地
打造“菜篮子”
■ 本报记者 袁宇

育苗、移栽、覆膜、埋土、施肥、浇水……
连日来，在万宁市后安镇吴村，脱贫村民祝
海花在村里的“菜篮子”集体经济种植基地
里忙碌着。大半个月下来，这里的土地换上

“新颜”，黄灯笼辣椒、青椒、莲花白等冬种蔬
菜冒出嫩芽。

“在基地里干工，1天有 80元工钱。”
今年45岁的祝海花自家也种植冬种蔬菜，
农闲时，她便报名来到“菜篮子”集体经济
种植基地做工，“就在家门口，离得不远，
很方便！”

为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更好地夯实脱
贫攻坚成效，带动乡村振兴，该村今年新打
造了“菜篮子”集体经济种植基地。

“近些年，随着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很
多土地撂荒。”吴村村党支部书记文亚林指
着已经冒出嫩绿的基地介绍道，基地面积有
50余亩，都是从村民和贫困户手中流转来
的撂荒地，除已种的冬种蔬菜外，余下的土
地将种植水稻，按照“水稻+蔬菜”轮种的方
式发展产业，“土地租金每年上涨5%，保证
贫困村民的收入。镇政府也拨付了50万元
扶持资金，支持发展村集体经济。”

今年9月，基地先前种植的水稻大丰
收，盈利收入3万余元也进入村集体经济账
户，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收入“零”的突破。

有了集体经济收入，文亚林又马上安排
平整土地、开挖自吸井、铺设排水管、安装自
动滴灌等，紧锣密鼓组织冬种瓜菜的种植。

今年已经69岁的脱贫户文桂容近日也
常到田里干活，她说，年龄大了，外出务工不
方便。而村里发展集体经济，还给她提供了
一个工作，“心里非常高兴，而且几十号人一
起劳动，热火朝天的，特别有劲头。”

自蔬菜下种后，文亚林每天都来到基地
转一转，照看集体经济种植基地比照看自家
的田地更上心。这一方面是因为基地刚起
步，还没有资金聘用专门的管理人员，另一
方面则是他的心里还有一个“小九九”。文
亚林说：“村里常住居民有1700多人，大多
会种瓜菜，以前都是村民分散种植，自己种
自己卖，规模很小。想通过这个基地让大家

‘抱团’，做大产业。”
这也是后安镇党委、镇政府和驻吴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共同调研谋划的发展道路：依
托村民种植手艺，进行土地流转，采取“水
稻+蔬菜”轮种方式，发展订单农业，按照“政
府+党支部+公司+农户（贫困户）”的模式，
打造“菜篮子”集体经济种植基地，实现农民
致富，集体经济增收。

“吴村已在2019年基本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当前任务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后安镇
党委书记林道军说，吴村靠近小海边，土壤
肥沃，一直是周边有名的蔬菜种植村。现阶
段基地种植的黄灯笼辣椒、莲花白等蔬菜，
部分已经与相关收购商、企业签订意向采购
协议，其他也在商谈中，使村民“手中有订
单，种植心不慌”。

看着长势良好的冬种蔬菜，文亚林也信
心满满，他说，这批冬种蔬菜大约在明年二
三月份上市，有了收益后还将进一步扩大规
模，提高种植标准化与技术含量，让集体经
济种植基地成为带富村民的“火车头”，“未
来在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支撑下，村里还将提
升教育、医疗等福利，让集体经济发展的红
利惠及村民。”

（本报万城12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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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扶贫

学包肉粽
日子火红

12月 16日，在位于五指山
市毛道乡的五指山黎苗不老食
品有限公司，村民参加五脚猪肉
粽生产技能培训。

五指山市毛道乡有全市唯
一一个生产五脚猪肉粽的企业，
毛道乡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谋划
做强五脚猪肉粽产业，在5户建
档贫困户常年从事粽子加工的
基础上，引导195户村民林下种
植粽叶，70户村民参加五脚猪
肉粽培训班。

据悉，制作粽子的五脚猪
肉、粽叶均从当地取材，既能增
加毛道乡的五脚猪销量，又能让
村民通过采摘粽叶、加工粽子就
业增收。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