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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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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申请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

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

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

条件：

（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经

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

（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

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

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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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2日至2021年5月8日到海口市金贸西路环海

大厦公寓楼二单元15B或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

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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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8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5月8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1年4月29 日8

时30分至2021年5月10日11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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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0日11时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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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

挂牌现场会）。

七、开发建设要求：

（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必须按照《成交确认书》的约定，在20个

工作日内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合同签订后30天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要

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

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

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

出让人支付利息。

（二）本次出让宗地属文化设施零售商业商务金融混合项目用

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挂牌出让成交之日起二个月内完成

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具备规划报建条件，并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

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

一年半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

开发建设和不在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的，由受让人向出让人支付相

当于宗地出让价款1‰的违约金。受让人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

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

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

满2年的，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

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

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

明确，符合海南省政府（琼府〔2018〕3号）文件规定具备动工开发所必

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

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在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同意与出让

人按该净地条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确认出让地块交地

开发建设。

（四）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

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文

化设施零售商业商务金融混合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

400万元/亩，不设定年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

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以

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

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

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

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

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

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

（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

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

（七）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文国土储（2020）-51号

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函》，该宗地的竞得方应采用装配

式方式建造。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三）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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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口市金贸西路环

海大厦公寓楼二单元15B

联 系人：林先生 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8976211911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8日

文土告字〔2021〕17号

地块

编号

文国土储

（2020）-51号

备注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纬

二路北侧地段

其中:文化设施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和文化设施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总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均为20%；零售商业用

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和零售商业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总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均为15%；商务金融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

积的比例和商务金融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总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均为65%。

面积

34139.95平方米

（折合51.21亩）

土地用途

文化设施零售商业

商务金融混合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2.0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5%建筑限高≤60米

挂牌

起始价

7787.3226万元

（折合2281元/平方米）

竞买

保证金

4673

万元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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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申请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

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

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

他条件：

（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经

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

（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

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

违法行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

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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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9日至2021年5月8日到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

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层或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

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号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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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8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5月8日17时30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1年4月28 日8

时30分至2021年5月10日10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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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0日10时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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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开挂牌现场会）。

七、开发建设要求：

（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必须按照《成交确认书》的约定，在20

个工作日内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30天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

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

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

（二）本次出让宗地属商务金融文化设施零售商业混合项目用

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挂牌出让成交之日起二个月内完

成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具备规划报建条件，并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

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

目，一年半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

进行开发建设和不在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的，由受让人向出让人

支付相当于宗地出让价款1‰的违约金。受让人不履行《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

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

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

置满1年不满2年的，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

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

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

件明确，符合海南省政府（琼府〔2018〕3号）文件规定具备动工开发

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

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的净地条件无异议，在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同

意与出让人按该净地条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确认出让

地块交地开发建设。

（四）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

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

地商务金融文化设施零售商业混合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

不低于400万元/亩，不设定年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

设的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

限5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

（五）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

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

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

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司。

（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

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

（七）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文国土储（2020）-53

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函》，该宗地的竞得方应采用装

配式方式建造。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三）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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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海口市滨海

大道123号鸿联商务广场3层

联 系人：林先生 金女士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8976947136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8日

文土告字〔2021〕15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0）-53号

备注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音

乐大道北侧地段

其中：商务金融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比不得低于该地块计容总建筑面积的65%，文化设施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比不高于该地

块计容总建筑面积的20%，零售商业用地计容建筑面积占比不高于该地块计容总建筑面积的15%

面积

64530.08平方米

（折合96.795亩）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文化设施

零售商业混合用地

出让

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 2.0 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5 %建筑限高≤60米

挂牌起始价

14035.2924万元

（折合217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

8422万元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
外大使：

一、免去张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职务；

任命李柏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

二、免去周平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职务；
任命崔建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

三、免去黄亲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巴哈马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戴庆利（女）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巴哈马国特命全权大使。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经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日前
印发《关于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要求各级认真
贯彻执行。

《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落实习主席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要求，着眼
加强党对军队的思想政治领导，围绕
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
铁”过硬部队，突出旗帜引领、聚焦强
军打赢、坚持守正创新、注重体系重
塑，创新教育理念、内容、方法、力量、
工作运行和制度机制，明确了构建新

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方
向引领、根本任务、实践落点、关键支
撑、方法路径、重要保证。

《意见》强调，必须用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统领思想政治教育，紧紧
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
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培
养听党指挥的接班人，砥砺能打胜仗

的战斗队，塑造作风优良的子弟兵。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
人，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保证强军
打赢的指向，扭住领导干部身教重于
言教这个关键，坚持走好群众路线焕
发思想政治教育新活力，形成党委统
筹、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

《意见》是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顶层指导，对
于更好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凝聚强军兴军意志力量具有重
大意义，必将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我
军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大的提升，
开创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
新局面，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
思想政治保证。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构建新时代
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4月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
费，更多惠企利民；确定建立健全职工
基本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措施，
拓宽个人账户资金使用范围，减轻群
众医疗负担。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近年来网络提速降费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固定宽带和移动网络速率大
幅提高，资费大幅下降，为提升群众生
活品质、降低企业成本发挥了支撑作
用，促进了就业创业、数字经济发展和
新动能成长。要落实《政府工作报告》

要求，进一步推动网络提速降费，提升
网络和服务质量。一是大力推进5G
和千兆光网建设应用。开展千兆光网
升级和入户改造，推动城市基本具备
固定和移动“千兆到户”能力，今年实
现千兆光网覆盖家庭超过2亿户。推
动宽带网络实现行政村普遍覆盖，并
向生产作业区、交通要道沿线等重点
区域延伸。二是引导基础电信企业将
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低
10%，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
行资费优惠。三是坚决整治商务楼宇
宽带垄断接入、强行加价等行为，确保
终端用户享受到提速降费的实惠。适

当降低宽带接入网业务准入门槛，支
持民营企业等参与，以市场公平竞争
促进资费下降。四是强化电信基础设
施共建共享，提高网络资源使用效
率。推进互联网骨干网间带宽扩容，
改善跨网通信质量。

会议指出，我国新一轮医改建立
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惠及十多亿人的
基本医保网，对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缓
解看病贵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
又将涉及众多患者的高血压、糖尿病
等门诊慢特病纳入医保报销。下一步
要深化医改，增强职工基本医保互助
共济保障功能，将更多门诊费用纳入

医保报销，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会
议确定，一是逐步将部分对健康损害
大、费用负担重的门诊慢特病和多发
病、常见病普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
金支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从50%
起步，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今后随基
金承受能力增强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二是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在职职
工个人缴费仍计入本人个人账户，单
位缴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退休人员
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划
入额度逐步调整到统筹地区实施此项
改革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
左右。三是拓宽个人账户使用范围，

允许家庭成员共济，可用于支付在定
点医疗机构就医，以及在定点零售药
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发
生的由个人负担费用，探索用于家属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等个人缴费。
四是加强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完善稽
核、内控等制度，严肃查处虚假住院、
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完善与门诊
共济保障相适应的付费机制。会议强
调，各省级政府可设置三年左右过渡
期，逐步有序实现改革目标。会议同时
要求，要同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
门诊统筹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明确四项举措推进网络提速降费
确定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措施 拓宽个人账户资金使用范围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志平，“志”不平
——“我要继续向着更幸福奔跑”

尽管已经从大山搬进了县城，家里也不再
那么困难，山西省岚县脱贫户刘志平还是一副
闲不下来的样子，每天从早忙到晚。

早上六点，天还没亮，志平就急着起床了，
飞快地搓把脸，梳了头，拿起外套就往门外走。

“一大早这是去做啥？”记者笑着问。
“去楼下的社区打扫卫生。”志平笑着答道。
她说，为了赶在工作人员上班前清扫完，她

总会提前一两个小时到，从不例外。
“有的人脱了贫，手里有了点小钱，就想待

在家里歇着，志平不一样，她永远往前奔。”说起
志平，社区党支部书记兰年绪直竖大拇指。

扫完卫生，回家吃个早饭，志平又到楼下的
扶贫车间里干起了活儿。在车间里缝鞋，志平
也是一把好手，走线齐整，手脚利索。平时志平
总是笑眯眯的，工友们都喜欢她。

到了下午，志平还要去离家不远的面塑工作
室当学徒。岚县面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优秀的面塑作品往往售价不菲。为了学这门手
艺，志平只要有空就在这里泡着，边做边学。

“跟过去比起来，现在过的简直是天上的
日子。”志平说，“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更得
好好干！”

刘志平曾是岚县顺会乡舍安村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生在吕梁山深处的穷山窝，志平曾
饱受贫困之苦：一大家人睡一张床，晚上会被
老鼠吵醒；儿女要开学，一度拿不出学杂费；到
年底还囊中空空，连顿年夜饭也做不出，不得
不借钱过年……

但是，志平，“志”不平。为了摆脱贫困，她和
爱人带着一家人出山，一边务工一边供孩子上
学，最多的时候一天打五份工。每次有扶贫技能
培训，她一准参加，证书拿了一大摞。就算回到
家，志平也不闲着，家里被她收拾得利利索索。

“日子能好起来，最要感谢好政策。”志平
说，这些年，政府组织易地搬迁，一家人住上了
城里的新房子，孩子们上学有资助，负担轻了很
多，政府还经常组织培训、提供就业岗位。“政策
这么好，咋能不奋斗呢？”志平笑着说。

如今，志平一家住进了县城的移民安置小
区，三室一厅，敞敞亮亮。新房客厅正中央，挂
着一幅“十字绣”八骏图。志平说，她属马，也喜
欢马，所以特别为新房绣了这幅图。

“我觉得我就像马儿一样，一直在跑，才有
了现在的好日子，我以后还得继续跑下去。”志
平说。 （新华社太原4月7日电 记者马晓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