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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临自然资告字〔2021〕02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该地块安置补助费已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
晰，无法律经济纠纷；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宗地
已基本完成土地平整，地块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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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一）竞买申请人须是中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二）竞买

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在临高县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因自身原因
导致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和其他严重违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约定的情形的，并未及时纠正的，禁止参加土地竞买，报名时须提
交相关证明资料。（三）本次挂牌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申请。

三、本次挂牌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
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由我局重新组织挂牌出让。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
意参加竞买者可于2021年01月07日至2021年02月03日到临高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
地产权交易）咨询和领取《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
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1年02月03日15:00（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21年02月03日
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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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为2021年01月25
日09:00至2021年02月05日11:00。

六、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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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08:30-12:00，下午14:
30-17:0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

八、开发建设要求
（一）该宗土地出让控制指标为：投资强度不低于150万元/亩、年

度产值不低于25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5万元/亩。竞得人须在
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洋浦经济开发区临高
金牌港园区管理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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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
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该宗地拟作为装配式建筑项目建
设使用，出让地块须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须符合《海南临高金牌
港开发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三）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
筑，须按有关规定建设。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为上述地块按现状挂牌，
具体面积以产权主管部门实际测量为准，多不退，少不补。（二）竞得后
签订《成交确认书》，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规定
期限支付出让金。（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依法建设使用土
地和管理土地，切实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权利和
义务。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8976212356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01月05日

土地
位置

临高县金牌港
园区

地块
编号

金牌港JP2020
-07号地块

土地面积

80000m2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用地性质

二类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R≥0.7
建筑密度

≥45%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24米

竞买
保证金

2360万元
该地块安置补助费已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

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
求；宗地已基本完成土地平整，地块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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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必需
的条件。二、竞买资格及要求：（一）竞买申请人须是中国境内注
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二）竞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在临高
县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和
其他严重违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情形的，并未
及时纠正的，禁止参加土地竞买，报名时须提交相关证明资料。
（三）本次挂牌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申请。三、本次挂牌按照价高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
牌不成交，由我局重新组织挂牌出让。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
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参加竞买者可于2021
年1月8日至2021年2月3日到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咨询
和领取《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
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2
月3日15时00分（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21年2月3日
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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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上午8时30分至2021年
2月5日上午10时。六、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

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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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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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土地出
让控制指标为：投资强度不低于1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
25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5万元/亩。竞得人须在签订《挂
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洋浦经济开发区临高金
牌港园区管理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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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内容进行
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该宗地拟作为装配式
建筑项目建设使用，出让地块须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须符合
《海南临高金牌港开发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三）该宗
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须按有关规定建设。九、其他需要公告的
事项：（一）本次挂牌为上述地块按现状挂牌，具体面积以产权主
管部门实际测量为准，多不退，少不补。（二）竞得后签订《成交确
认书》，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规定期限支付
出让金。（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依法建设使用土地和
管理土地，切实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权利和
义务。联系人：蒙先生；联系电话：0898-65203602；查询网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5日

土地位置

临高县金牌港园区

地块编号

金牌港JP2020-05号地块

土地面积

87181m2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用地性质

二类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R≥0.7

建筑系数
≥45%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24米

竞买保证金

2680万元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临自然资告字〔2021〕01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该地块安置补助费已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
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宗地已基本完成土地平整，地块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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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
件。二、竞买资格及要求：（一）竞买申请人须是中国境内注册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二）竞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在临高县存在欠
缴土地出让金、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和其他严重
违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情形的，并未及时纠正
的，禁止参加土地竞买，报名时须提交相关证明资料。（三）本次挂
牌不接受自然人或联合申请。三、本次挂牌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
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由
我局重新组织挂牌出让。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参加竞买者可于2021年1月7日至
2021年2月3日到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咨询和领取《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
买，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2月3日15时00分（以
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于2021年2月3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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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港
JP2020-06号地块挂牌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上午8时30分
至2021年2月5日上午9时整;金牌港JP2020-08号地块挂牌时
间为:2021年1月25日上午8时30分至2021年2月5日上午9

时30分。六、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
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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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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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开发建设要求：（一）该宗土地出让控制指
标为：投资强度不低于1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250万元/
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5万元/亩。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
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洋浦经济开发区临高金牌港园区
管理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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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
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该宗地拟作为装配式建筑项
目建设使用，出让地块须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建设须符合《海南
临高金牌港开发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三）该宗地若
实施装配式建筑，须按有关规定建设。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
项：（一）本次挂牌为上述地块按现状挂牌，具体面积以产权主管
部门实际测量为准，多不退，少不补。（二）竞得后签订《成交确认
书》，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规定期限支付
出让金。（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依法建设使用土地和
管理土地，切实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权利
和义务。联系人：张女士；联系电话：18689970209；查询网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5日

土地位置

临高县金牌港园区
临高县金牌港园区

地块编号

金牌港JP2020-06号地块
金牌港JP2020-08号地块

土地面积

119827m2

66666m2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规划用地性质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R≥0.7
R≥0.7

建筑系数
≥45%
≥45%

绿地率
≤20%
≤20%

建筑限高
≤24米
≤24米

竞买保证金

3540万元
1990万元

临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临自然资告字〔2021〕3号

经临高县人民政府批准，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贰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观点 2021年1月5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张永生 主编：韩慧 美编：杨薇 检校：卫小林 原中倩A05

观察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全民免费”彰显“中国温度”

图
说
辣
论

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
布，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新冠病毒
灭活疫苗已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
附条件上市，将为全民免费提供！
消息一出，举国欢腾。在这寒冬腊
月，此举犹如一股暖流，迅速温暖
国人的心田。

这股暖流，传递的是关切与担
当，彰显的是“中国温度”。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内
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
风险仍然存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中国疫苗及时上市并
免费提供，向国人敞开了接种新冠
疫苗的大门，无异于人手拿到一颗

“暖心丸”。这一行动，传递温暖、
给人信心，让国产新冠疫苗最大限
度得到普及，更让人看到了尽早战
胜疫情的曙光。

从疫情防控到复工复产再到向
全民免费提供疫苗，中国政府及时
采取有力举措，充分诠释了“一切为
了人民”的执政理念。战胜疫情，
未来可期！ （图/朱慧卿 文/李萌）

共饮一江水更当共护碧水流
■ 张永生

■ 杨玉龙

“草根晚会”照见平凡人的“诗与远方”
■ 汉卿

来论

近日出台的《海南省流域上下游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提出，
加快建立健全全省流域上下游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这意味着经过
了一段时间的探索，我省流域治理保
护站上了新的起点，因而受到公众广
泛关注。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
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宋代词人
李之仪的这首《卜算子》流传千古，打
开了人们的想象空间，令人心驰神
往。一江碧水流，泽被上下游，现代社
会，共饮一江水的人们，除了具有深厚

的情感渊源，还有利益共同体关系和
越来越多的生态共识。

水环境治理保护事关每个人的
生活品质，也牵系着地方发展的“绿
色动能”。海南为海岛独立水系，水
资源较丰富，雨量较充沛，但降雨时
空、地区分布不均；且地形为中间高
四周低，河流由中部山区丘陵向四周
以辐射状流入海。与此同时，海南区
域发展不平衡，江河流域的上游地区
一般都是相对贫困、生态敏感区域。
上游地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良好
的生态产品，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
后，要求补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下
游地区民众要求进一步改善水质，保
护生态环境的愿望也很迫切。因此，

进一步明确“谁获益，谁补偿”“谁污
染，谁赔偿”“谁污染，谁治理”的原
则，着力建立健全奖励达标、鼓励改
善、惩戒恶化的正向激励、反向约束
机制，将能更有力地呵护海南的绿水
青山，确保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
变差，持续增强民众在生态环境方面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流域
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依据
的是水环境治理保护的特点、规律，
打破的是因属地管理带来的“九龙治
水，各管一段”、上下游沟通不畅、工
作效率不高的被动局面，体现的是共
建共治共享的现代治理理念。全流
域保护，上下游共治，不仅需要注重

不同地区之间的协同合作，下好“一
盘棋”，也需要相关地方因地制宜，管
好“责任田”。具体而言，一方面，需
要流域上下游市县加强沟通、联动，
根据省里出台的实施方案，共同拿出
更加具体的措施，并努力让补偿内容
更加丰富、方式更加多样、评价方法
更加科学合理；另一方面，需要相关
市县立足本地的特点，找准影响水环
境的因素，突出治理的重点，着力补
短板、强弱项。方方面面都把自己摆
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才能尽快建立健全全省流域上下游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并为全国其
他地方提供借鉴。

能用众力，则无难不克；善用众

智，则点石成金。当前，海南自贸港
建设蓬勃展开。海南自贸港的一个
突出特点就是“全岛”加身。无论是
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生
态环境世界一流的自贸港建设，还是
推动自贸港政策加速落地、红利加快
释放，都需要具备强烈的系统观念，
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
理念，强化协作分工，激发协同效
应。因此，相关市县不妨把加快构建
完善全省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作为一块重要的“试验田”，
努力探索出更多的共建共治共享模
式、经验，并注重将之上升为制度，从
而为齐心协力推进自贸港建设提供
更多的思路、办法。

近些年来，每年的跨年之夜，各大
卫视、平台都会组织跨年晚会。今年
也不例外。各大晚会星光灿烂、精彩
纷呈。在这些晚会中，我们告别多灾
多难的2020，拥抱充满希望的2021。

与其他晚会相比，今年“一场没有
明星的晚会”引起公众格外关注：2021
年1月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和快手平
台联合举办“你好 2021”温暖之夜晚
会，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带给观
众别样的感受。

从早前就有的春节联欢晚会，到
现在的跨年晚会，辞旧迎新之际，观看
一台欢乐祥和的晚会，成了不少人辞
旧迎新的必备仪式。不过，在这些晚
会中，表演者多是俊男美女，美则美
矣，终究不够接地气，说到底，离人民
群众有点远。

所谓晚会，应该具有一种联欢的气
质，台上表演的演员、歌手，台下、屏幕
之外的观众也该有参与的机会，甚至成

为舞台的主角。这样的晚会才有“与民
同乐”“全民联欢”的味道，也才能释放
社会价值。“你好2021”温暖之夜就具备
这种特质。台上的表演者，无一例外都
是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他们的表演没
有精心的雕琢，没有高超的技巧，没有
华丽的舞台效果，所展示的就是生活本
来的样子，是每一种努力生活的姿势。
虽然很平凡，但是很真实，而真实，是人
间最动人的力量。

不论是守山大叔朗诵抗疫医生家
书，还是汽车修理工深情演唱《父亲》，
抑或是6位彝族少男少女唱响家乡的
歌谣……晚会节目真切诠释出的，粗
粝的、寻常的、不够耀眼的甚至是磕磕
绊绊的人生，才是每一个你我将要度
过的人生，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晚会将这样的人间百态呈现在观
众面前，展现了社会之真，也诠释了文
艺创作最基本的原则：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

这台晚会还是观察社会的一面
镜子。很多时候，一些舞台表演习惯
于以精英叙事为主，聚光灯下的往往

是社会名流，是“大人物”。辛苦劳作
于山间地头的农民、攀爬于城市高楼
大厦的建筑工人，以及无数普普通通
的贩夫走卒们，往往是游离于屏幕之
外的边缘人，不被看见，不被观照，成
为“沉默的大多数”。

每一种人生都是平等的，每一个
个体都有发光的地方，一些人没有走
上舞台，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缺少
机会。社会应该为这些人提供一个表
达自我、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凡人的生
活也能被更多人看见、欣赏。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台以劳动者
为主角的晚会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
它展现出底层千姿百态的人生，展现
出劳动人民生龙活虎的力量，展示出
平凡人的“诗与远方”。

每一种努力生活都值得被拥抱，每
一种拼搏人生都应当赢得尊重。诗人
感慨“生活万岁”，人生也有万种可能。
挖掘每一种人生，照见每一种生活，让
众多普通人去表达、去绽放，也是媒体、
平台该尽的职责。就此而言，“没有明
星的晚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入住养老机构已经成为重要的养老方式。
民政部数据显示，全国目前共有各类养老机构
4.23 万个，床位 429.1 万张，收住老年人 214.6 万
人。然而，近期涉养老机构的服务纠纷有逐渐增
多趋势。记者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调查发现，
多地发生养老机构“跑路”事件，一些老人动辄数
十万元的养老钱被卷走。（1月2日“新华视点”）

养老机构“跑路”，损害消费者经济利益，影
响市场健康发展。以长沙市一家老年公寓为例，
虽然消费者与其签订了“养老服务合同”，但公寓
老板突然“跑路”，消费者前期预付的几万元至几
十万元不等的“会员费”打了水漂，关于可以预订
养老服务、获得收益分红的承诺成了泡影。

涉养老机构一旦“跑路”或宣布破产，消费者
很难讨回押金和服务费。即便诉诸法律，赢了官
司，有的也难以挽回损失。近几年养老产业发展
迅速，各种资本争相进入，行业鱼龙混杂，“跑路”
现象更是难以避免。

涉养老机构“跑路”无外乎以下几点所致。
一是，市场监管不力，给不法企业提供了便利；二
是，不法企业投机取巧，比如通常采取预售模式，
给“跑路”留后门；三是，消费者防范意识欠缺，对
一些涉嫌非法集资和传销的行为，缺失鉴别和防
范能力，甚至为了追求优惠而支出大额预付，给
财产安全埋下隐患。

针对养老机构“跑路”现象，相关职能部门应当
强化监管执法整治。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养
老机构管理办法》明确，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养老机
构服务和运营的监督检查。民政部门要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监管能力，优化监管方式，加
强对养老机构的监督巡查，整治乱象，净化市场。

一些地方的做法就值得借鉴。比如，有的地方
公布养老服务机构“白名单”，每个季度都对已办理养
老机构许可或备案的养老机构进行数据更新，公开发
布，提醒消费者提高防范意识，远离非法集资陷阱。

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推进
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确保到2022年
在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有效满
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老年人
及其子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要
实现这一目标，对于养老机构“跑路”现象，千万
不能掉以轻心，亟待拿出有效举措给予整治。

堵住养老机构“跑路”
的后门

锐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