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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市宏源证券大厦13层及谐安花园两层铺面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2HN0038、QY202102HN0039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龙昆北路宏源证券大厦13层房屋及

海甸二东路49号谐安花园两层铺面分别公开招租。公告如下：
宏源证券大厦13层房屋出租面积约510.5m2，首年租金单价

挂牌底价：31元/m2/月，租金单价逐年递增1元，租期为3年。谐
安花园两层铺面出租面积约214.93m2，首年租金挂牌底价：9264
元/月，租金逐年递增3%，租期为3年。公告期为：2021年2月23
日至2021年3月22日。对竞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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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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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10孙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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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2月23日

招标公告
兹有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期（省公共资源交易及行政审批服

务大楼）和会展楼南面广场地下车库建设项目工程一切险承保
单位邀请招标如下：一、项目概况：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期（省公
共资源交易及行政审批服务大楼）和会展楼南面广场地下车库
建设项目工程一切险。工程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省政府办公
区旁。总建筑面积36771.48平方米。二、投标人须具有经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具备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
险业务的资格，具备独立承保该险种的能力。三、投标人须于
2021年2月25日17：00前与报名联系人报名领取招标文件并
将报名文件递交到海口市国兴大道海航豪庭嗨寓三楼代建
部。四、报名联系人：文工 联系电话：13034993080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3日

海南之心—和风福湾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福海大道南
侧。建设单位根据施工图审，调整建筑内部使用功能。优化景观绿化及
增加游泳池和地面停车位，调整后总停车位由543个调整为561个，增
加18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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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至3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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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之心—和风福湾项目变更方案

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城设〔2021〕97号

海南之心—和风丽湾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福海大道
南侧。建设单位根据施工图审，调整建筑内部使用功能。优化景观
绿化及地面停车位，不涉及各项规划指标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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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至3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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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之心—和风丽湾项目变更方案

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城设〔2021〕96号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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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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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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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
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求：凡在万
宁市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满二年以上未投入开发建设造成土
地闲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竞买
人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万宁市科技和工业信息产业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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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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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竞买者请于 2021年2月25日至2021年3月23日到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万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制和耕保组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
加竞买。报名期限：2021年2月25日—2021年3月24日17：00（以
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
全额支付竞买保证金，挂牌成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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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
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2021年3月15日8:30时；截止时间：
2021年3月26日15:0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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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至11:30 ，下午14：30至17：30(节假日除
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该
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安置补偿落实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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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土
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须的条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
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2、土地出让控制指标：工业用地投
资强度指标应为≥44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出让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3、根据《海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
2019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琼建科〔2019〕137
号）等文件要求，总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及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3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4、竞买成交当
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
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
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咨
询电话：0898-62217899；联 系 人：梁先生；查询网址：http://zw.
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
landchina.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23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20-
59号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万宁市后安
镇水声水库地段

面 积

1.0534公顷
（合15.8亩）

出让
年限

50年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

1.0≤容积率≤2.0 建筑密度≥30%
绿地率≤20% 建筑限高≤30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41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14

观 天下

由于以色列西部地中海海岸线
遭到严重沥青污染，以色列政府 21
日要求公众即日起避免前往海滩，并
动员数千人参与沥青清理。

据悉，本月早些时候，一艘油轮
在东地中海泄漏至少 1000 吨沥青，
这些沥青现已被冲到以色列海岸
线，从北部靠近黎巴嫩的哈尼克拉
角到南部靠近加沙地带的阿什克
隆，受污染影响的海岸线长度超过
160公里。

以色列环境保护部、卫生部和内
政部 21日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公众
避免前往以色列全长 195 公里的地
中海海岸线，警告“接触沥青对公众
健康有害”。

以色列自然和公园管理局称，此
次沥青污染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最严
重的生态灾难”之一。管理局工作人

员吉尔·哈维夫说，这场灾难“难以用
言语形容”。

包括志愿者、士兵在内的
数 千 人 已 经 参 与 到 清 污 行 动
中。自然和公园管理局工作人
员诺阿姆·马特斯里说，必须
趁沥青尚冷时加紧清理，以免
其渗入海滩。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21日前往南部城市阿什杜德视察地
中海海岸线污染情况时说，政府计
划于22日划拨资金以资助此次清污
行动。

陪同内塔尼亚胡视察的环境保护
部长吉拉·加姆利尔表示，估计清污需
要数百万美元。环境保护部已就此事
展开调查，将认定责任，但目前拒绝披
露调查细节。

蒋国鹏（新华社微特稿）

继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77-200 型客机引擎故障后，日本国
土交通省 21 日晚要求全日空航空公
司和日本航空公司暂停运营这一机
型。美联航当天也宣布，暂时停飞这
一机型。

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报道，全日
空航空公司有19架波音777-200型客
机，日本航空公司有13架。这两家航
空公司说，计划用其他机型替代波音
777-200 型客机，飞行计划不会受到
影响。

美联航一架波音777-200型客机
20日起飞后不久右侧引擎故障，迫使飞
机紧急降落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
场，所幸没有人员伤亡。飞机降落前，引

擎在空中爆炸起火，引擎爆炸后的残片
落在丹佛国际机场附近社区内。

美国联邦航空局事后发表声明说，
事故客机引擎为加拿大普拉特－惠特尼
飞机公司生产的PW4000型引擎，为波
音777客机专用。声明说，依据初步信
息得出结论，这一型号引擎独有的空心
风扇叶片的检查周期应缩短。

美联航当天宣布，“主动”暂时停飞
24架波音777客机，尽管它们原已排入
飞行计划。

路透社援引美国联邦航空局数据报
道，美联航是唯一一家使用波音777-
200型客机的美国航空公司，日本和韩
国也有航空公司使用这一机型。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日美三家航企暂停波音777运营

遭遇严重沥青污染

以色列紧急关闭西部地中海海滩

韩联社22日报道，韩国国防项目
促进委员会当天召开会议，由国防部
长官徐旭主持，批准设计和建造一艘
3万吨级轻型航母的计划，打算2033
年部署。

这艘航母将采用韩国技术，预估
耗资2.03万亿韩元（约合118亿元人
民币），最终预算额需由企划财政部和

国会审批。军方希望企划财政部8月
底前完成对这一计划的可行性研究。

韩国媒体报道，按照概念设计，这
艘航母标准排水量超过3万吨，长度
超过250米，可同时搭载12架垂直起
降战机和8架攻击直升机，所配战机
可能是美国研发的F-35B。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拟2033年部署航母

据新华社东京2月22日电（记者
华义）据日本媒体报道，22日从日本福
岛县近海捕捞的一种鱼被检测出放射
性物质超标，这是时隔约2年再次发现
福岛近海捕捞的鱼放射性物质超标。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当天报
道，此次被检出放射性物质超标的是
一种学名为“许氏平鲉”的黑鱼，是当
天在距离福岛县新地町海岸约8.8公
里、水深24米的渔场捕获的，经检测
其体内的放射性铯含量达到每千克

500贝克勒尔，日本对食品中放射性
物质含量的标准是不超过每千克100
贝克勒尔。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
会已暂停这种鱼上市销售。

13日晚，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
7.3级强震。据日本媒体20日报道，
可能受地震影响，东京电力公司福岛
第一核电站1号和3号机组安全壳内
水位分别下降了几十厘米。但东京电
力公司和日本政府监管部门称这并未
对外界造成影响。

福岛近海捕捞的一种鱼放射性物质超标

这是2月21日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拍摄的飞机残骸。
墨西哥国防部21日说，一架军用飞机当天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坠毁，造

成6人死亡。 新华社/法新

墨西哥一架军用飞机坠毁致6人死亡

英国一名21岁女子20日完成独
自一人划船横渡大西洋的壮举，刷新
全球独自划船横渡大西洋最年轻女性
纪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日援引
活动组织方消息报道，布丽顿·贾丝
明·哈里森20日在位于加勒比地区的
安提瓜岛登陆，以70天3小时48分钟
的成绩完成“2020年泰斯卡威士忌大
西洋挑战赛”。

泰斯卡威士忌大西洋挑战赛被称
为世界上最艰苦的划船比赛，起点设
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终点是安提瓜

岛，全程约4800公里。
哈里森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上

说，她划船过程中差点撞上钻井船，两
次翻船。她每划两小时后睡两小时，
每天用卫星电话与母亲通话。

哈里森家住北约克郡瑟斯克镇。
她在个人网页上介绍，自己2017年在
加勒比地区教授游泳期间看到泰斯卡
威士忌大西洋挑战赛选手抵达终点上
岸的情景，受到启发，有了参赛想法。

哈里森希望自己的成功能够鼓励
更多年轻人，告诉大家“一个人也能做
成事情”。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21岁英国女子独自一人划船横渡大西洋
刷新这一项目最年轻女性纪录

荷兰安全委员会22日说，正调查
一架波音747-400型货机飞行途中发
动机部件掉落事件。

这一委员会一名发言人当天告诉
媒体记者，调查“仍处于早期阶段”，“现
在下结论为时过早”。

荷兰媒体报道，这架波音747-400
型货机隶属长尾航空公司，20日从荷兰
马斯特里赫特机场起飞，前往美国纽
约。货机起飞不久后发动机出现问题，
发动机的一些金属零部件碎片从空中

掉落在荷兰南部小镇梅尔森，砸伤一名
女性、砸中一些车辆。一些目击者告诉
媒体，他们看见货机一个发动机起火。

这架货机在距离马斯特里赫特机
场大约30公里的比利时列日机场紧急
降落。

欧洲航空安全局22日说，已经获
知这一事件，正要求相关方提供更多信
息，以查找原因、确定后续举措。

同在20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
架波音777-200型客机从美国科罗拉

多州丹佛国际机场起飞后不久，右侧发
动机出现故障，外壳脱离爆炸起火，一
些发动机零部件残片掉落在机场附近
居民区。客机紧急返航，所幸没有人员
在这起事件中伤亡。

长尾航空747-400货机、美联航
777-200客机都使用普拉特－惠特尼
公司生产的PW4000系列发动机，但具
体型号不同。

普惠公司是世界知名航空发动机
制造商。波音公司21日发表声明说，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调查美
联航客机事故，建议调查期间暂停运营
与美联航涉事飞机发动机型号相同的
飞机。

日本国土交通省21日晚要求日本
国内航空公司立即停飞搭载PW4000
系列发动机的波音777客机。2020年
12月4日，日本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
型客机在飞行期间发生同系列发动机
损伤的重大事件，没有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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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巴黎近郊布尔歇机场拍摄的一架波音飞机。 新华社/法新

大图：2月22日，在特拉维夫以北海滩，一名以色列士兵展示沥青。 新华社/法新
小图：一只在日前沥青泄漏事故中受伤的海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