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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1HN0024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一、招租标的：
1、海口市龙华路14号第一中学19间商铺；2、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荣
山乡龙头上村村委会库房；3、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琼山中学校门西
侧4间商铺；4、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红城湖院区）综合楼第四层；
5、海口市东湖路1号06号铺面；6、海口市正义路5号南玻公寓南区
5-A2栋102房；7、海口市华海路19号侨盛花园A栋101-1号铺面。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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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期：2021年2月2日至
2021年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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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558038 吴先生、0898-6655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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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2HN003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美兰区S225省道34公
里处机动车驾驶证科目三考场辅助设备及设施工程，挂牌价：410
万元，详见琼立天评报字[2020]第Z118号评估报告。

公告期：2021年2月2日至2021年2月19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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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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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日

华侨城椰海蓝天项目分期验收公示
海南冠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海南康乐置业有限公司建设的华

侨城椰海蓝天公寓项目按规划14#、15#、16#楼及地下室已完成施工

建设，因这几幢楼及地下室与业主约定的交付日期较近，还有大量装

修工作需要完成，所以要对本项目实行分期验收，先验收这三幢楼及

地下室以便及时交付业主。目前这几幢楼及地下室的道路绿化已经

完成，相应的车位已经施划完毕，与其临近的楼也已完成土建施工且

采取了安全措施用彩板将之与其他楼隔离，设置安全指示牌和保安禁

止进入施工区域。本项目的利益相关人见此公示后若有不同意见，请

在公示期以文字或电话形式向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或

开发商提出意见或建议。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电话：0898-66275955傅楫诚

开发商电话：0898-65777152李总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出让标的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经核查，白沙县2020-BSYC-14地块未涉及非法占地和违法建
设行为。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
需按照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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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具
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

(一)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并
未及时纠正的。

(二)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行政辖区内存在通过恶意串通等非法手
段竞得建设用地的、竞得土地后不及时签订成交确认书或出让合同
的，或拖欠土地出让金且未及时改正的。

(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录等失信
主体。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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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5日至2021年3月1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
镇方溪路8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查询和购买《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

四、申请人可于2021年2月5日至2021年3月1日到白沙黎族
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8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
缴纳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1日16:00。经审核，申请人按
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1年3月1日16: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地块挂牌时间：2021年2月22日08:30至2021年3月3日
15:00（北京时间）；

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
大厅。

六、开发建设要求
(一)申请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提交与

白沙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并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二)根据白沙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准白沙县
2020-BSYC-13地块、白沙县2020-BSYC-14地块用地项目是否符
合自贸港产业发展方向的函》意见的函，该宗地需建设商业项目。

(三)竞得人在足额缴纳全部成交价款和相关税费后，依照规定程

序办理用地和土地登记手续。竞得者须从获得土地之日起半年内动
工建设，宗地内整体建设必须在三年内完成。

(四)竞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批准的规划方案进行建设。挂牌宗
地出让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擅自更改规划和建设条件。因非企业
原因确需调整的，必须依据相关规定的公开的程序进行，由开发建设
单位提出申请调整规划建设条件而不按期开工的，必须收回土地使用
权，重新按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

(五)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须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进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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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重新组织挂牌出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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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目前地块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
求，无法律经济纠纷，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
相关设备、机械可以施工。

(四)合同签订和土地出让价款支付。土地出让成交后，应在20
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交纳的竞买
保证金自动转为土地出让金。竞得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
土地出让金。挂牌出让成交价款只含耕地占用税。

（五）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根据原省国土资源厅等六部门印
发的《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文件规定，控制指标参照
我县标准及实际情况，约定达产时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1亿
元人民币，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708.06万元/亩，达产年限为3年，
以上控制指标纳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

八、咨询方式
联系地址：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号
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898-27715862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2日

白自然资让告字〔2021〕4号

地块编号

白沙县2020-BSYC-14号

其中商务金融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50%、零售商业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25%、旅馆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25%

地块位置

牙叉镇滨湖路与蓝云路交界处

面 积
（平方米）

9415.4

出让
年限

40年

土地
用途

商服
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2.0 建筑密度≤35%
绿地率≥25% 建筑高度≤55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5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50

博泰花园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建设单位根据施工图
审，优化北区住宅局部功能；调整南区地下室局部功能，停车位相应减
少，调整后的停车位仍符合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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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日至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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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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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泰花园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城设〔2021〕95号

澄迈县抗风浪深水网箱养殖项目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澄迈县抗风浪深水网箱养殖项目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项目海域使用权基本情况:

二、竞买事项：
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

满足以下条件的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申请
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按《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
件。（1）提供不低于人民币350万元的银行资信证明；（2）缴纳竞买保
证金人民币110万元；（3）具有深水网箱养殖经验。

2、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

3、申请人可于2021年2月5日至2021年3月1日到海口市龙昆
北路2号龙珠大厦6楼A座(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
理大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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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1日16:00（北京
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以竞买保证金入账户
时间为准），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3月1日17:00（北京
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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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挂牌时间：2021年2月20日8:30至2021年3月2日14:40
（北京时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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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三、项目用海管理要求:
1、竞得人取得海域使用权后连续闲置满二年的，将无偿收回海

域使用权。
2、竞得人应严格按照核准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海域论证要

求进行建设，加强监视监测，保证海洋环境和生态符合海洋功能的水
质、生境、保护目标等管控要求。

3、其它未尽事宜，按海洋环境和海域管理要求执行。
四、其它事项：
1、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当场与出让人及挂牌人签订《成交确认

书》，并在10日内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
合同》。

2、竞得人在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1个月内向澄迈县财政
指定账户按挂牌成交价款金额缴纳海域使用金。

3、竞得人凭《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和海域使用金足额交纳凭证
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手续，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4、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抗风浪深水网箱养殖项目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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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孙先生 黄先生
联系电话：13307599777 13307519925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址：http://zw.hainan.gov.

cn/ggzy/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2月2日

项目编号：CM-2021-1号

项目名称

海南省澄迈县抗风浪深
水网箱养殖项目

位置

澄迈县桥头镇道伦村西侧
外海马袅湾农渔业区

用海
面积

100公顷

用途

主要养殖金鲳鱼

用海类型

渔业用海

用海方
式

开放式
养殖

用海
性质

经营性

用海
期限

10年

挂牌起始价
(万元)

34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10

碧桂园·海南之心1802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
区，项目于2019年4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将屋顶铝窗及
护窗栏杆调整为实墙，对建筑外立面材质、色彩进行规划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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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日至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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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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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碧桂园·海南之心1802地块项目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城设〔2021〕84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海口市富
华实业发展公司等175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打包或分户处置。截
至2020年12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269,534.71万元。该
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海口、文昌、琼海、澄迈、五指山、陵
水、保亭、乐东、临高、昌江、三亚、万宁、定安、儋州、洋浦及东方16
个市县。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
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
好的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

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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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军旗升起的地方。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

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大幕。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
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
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
个伟大事件。

坐落在英雄城南昌市中山路
380号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当年
是江西大旅社，也是南昌起义总指挥
部驻地。94年前，那石破天惊的第
一枪就从这里响起。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王小
玲说，纪念馆于1959年建成并对外
开放，60多年来，先后有2000多万
人次的观众走进这里，追寻那逝去的
枪声、飘散的硝烟，追寻那凝聚在“八
一”军旗下的光荣与梦想。

1927年的中国，处处笼罩着白
色恐怖。随着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
团相继叛变，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
大革命宣告失败。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办公室
主任辛玥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
数据：1927 年 3 月至 1928 年上半
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
多人。

为挽救革命，1927 年 7 月，中
共临时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会议，
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派周
恩来赴南昌，组织成立中共前敌委
员会。

7月27日，起义领导人在江西
大旅社召开会议，成立前敌委员会，
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
任委员。会议决定于7月30日晚举
行武装起义。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保管

科科长、副研究馆员刘小花说，后来
起义时间推迟到8月1日凌晨4时，
但因起义时间泄露，前敌委员会决定
将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当时南昌
城内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仅有1.6万
多人，而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武
装力量有贺龙、叶挺、朱德领导的国
民革命军，共约2万人。”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城头的
枪声骤然响起。在以周恩来为首的
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
承等率部举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
的激烈战斗，歼敌3000余人，起义部
队占领了南昌城。

8月1日9时，在南昌城召开了
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邓演
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
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革命委员
会任命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
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命令张发
奎、朱培德向南昌进攻，起义军按原
计划向南挺进。8月3日至5日，起
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

由于起义没有认识到与当地农
民运动相结合，再加上敌众我寡、劳
师远征、战略失误等原因，到9月下
旬，起义部队在广州潮汕地区遭强敌
围攻，主力被打散，起义宣告失败。
保留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朱德、
陈毅等率领下，转战到粤赣湘边界地
区，后来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转入
海陆丰地区继续斗争。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
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与毛泽东率领
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两军的会师，壮大了中国革命的
武装力量。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
意义是伟大的。”军事科学院副研究
员史波波说，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
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

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
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
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
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
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
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后来，8月1日被确定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
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
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90多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烟
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
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
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历史昭示人们，人民军队从胜利
走向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伟大力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
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
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
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
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巩固的国
防，一支强大的军队，始终是国家繁
荣富强、人民安宁幸福的可靠保证。

今天，人民军队已经由过去单
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
联合的强大军队，由过去“小米加
步枪”武装起来的军队发展成为基
本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
强大军队。

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阔
步行进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的人
民军队，必将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未
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
为坚强的战略支撑。

（新华社南昌2月1日电 记者
梅世雄）

军旗，从这里升起

观众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这一天，汉口天气异常炎热。
鄱阳街139号，一栋黄色的三

层俄式建筑，二楼一个房间的窗户
却始终紧闭。

1927年8月7日，是一个被镌
刻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要日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
海发动反革命政变，3个月后的7月
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公开举起了

“分共”的屠刀，大革命全面失败。
大革命中心——赤都武汉一夜间风
声鹤唳，神州大地笼罩在一片血腥
和恐怖之中。

在这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中
国革命该往何处去，成为中国共产
党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
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明确前进
方向。

原定于7月28日召开的会议，由
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会议
代表难以到齐。最终，瞿秋白、李维
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等21位代
表参加了这次中央级别的紧急会议。

根据邓小平、李维汉等人回忆，
确定当时会议是在二层进行，但究竟是在
哪个房间一直存在疑问。1980年，邓小平
重返会址时，站在会议的召开地，再三回
忆，他提出会议应该是在后房进行。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总
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
任务，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
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那句著名论断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
子中取得的”。

光影透过通往天井的门缝，投射在陈
旧的木地板上，画出一道通往光明的直线。

在革命前途似乎已十分黯淡的时刻，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
征服，他们在至暗时刻瞥见希望，擦干身上
的血迹，继续战斗。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会议
确定的方针，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
先后领导了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
等一系列武装起义，神州大地到处燃起武
装斗争的星星之火。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
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
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
利的道路。

风卷云涌，沧桑巨变。
如今这栋百年历史的红色史迹，

以原址原貌呈现，陈列的百余件文
物、照片、珍贵的历史资料诉说着那
段风云突变、力挽狂澜的革命历史。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武汉，始
终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留下无数英
雄的史诗。

历史的车轮驶进2020年。疫
情的“暴风眼”武汉，寒风凛冽，阴冷
潮湿。这里正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
的抗疫大战，这座“英雄之城”经受
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在疫
情肆虐、全城紧闭的黑暗中，有一群

“凡人英雄”挺身而出、不畏艰险，他
们的英勇壮举被时代所铭记。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
手里抢回更多病人。”“人民英雄”张
定宇这样说道。

在武汉抗疫的最前线，他拖着
“渐冻”之躯，踩着高低不平的脚步，

与病毒鏖战、与死神较量、与时间赛跑，带
领金银潭医院的干部职工救治2800余名
患者，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作出
重大贡献。

欣逢盛世，不负盛世。张定宇的身影
也是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公安民警、社区干部、志愿者们共同的缩
影。在这场风雨无阻的战斗里，他们携手
前行、精准防控，用生命的微光拧成一股攀
向胜利的绳索，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如今，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已成为
武汉最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26岁的赵
凯怡是一名社区工作者，临近春节的一
个休息日，她带着父母来到这里参观。

“我的爸爸是一名老党员，今天特地带他
来‘打卡’。回顾近百年前的历史，走过
极不平凡的2020年，我更加深刻地体会
这个国家经历的屈辱与抗争、苦难与辉
煌。”赵凯怡说。

（据新华社武汉2月1日电 记者周甲
禄 喻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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