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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逐步
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
保障长效机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民
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
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十四五”期间，按
照“安全为本、因地制宜、农户主体、提
升质量”的原则，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
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农房抗震改造，
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
全保障长效机制，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实施意见明确，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农
村住房安全保障对象主要是农村低

收入群体，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
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
员，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
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
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

同时，为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对
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未享受过农村
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
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
户给予支持。

实施意见强调，通过农户自筹资
金为主、政府予以适当补助方式实施
农村危房改造，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等
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的主要方
式。各地可根据保障对象的实际情
况，通过采取加固改造、拆除重建、选
址新建或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修缮
加固现有闲置房等方式解决住房安
全问题。对抗震不达标且农户符合
条件的农房也实施改造。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优玲）

4月22日，雅居乐中心品牌发布
盛典在海口启幕。作为市场期待已久
的滨水商业综合体，雅居乐中心首度
亮相海口。各主流媒体、各界精英、合
作伙伴一起见证品牌发布仪式，共同
探寻美好城市发展的更多答案。

据介绍，雅居乐中心位于国兴
CBD，将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全新的商
业和商务体验。该中心在产品规划
及产品体验上不断升级，铸就滨水花
园式企业总部商务及公园艺术商业
地标，将滨水空间、公园绿意、商务产
业、商业消费、艺术活力等多元场景
相融。

据了解，雅居乐于2007年首进
海南，创下业界瞩目的文旅项目——

雅居乐清水湾。随后布局文昌、海
口、万宁等多座城市，打造了雅居乐·
星光城、雅居乐·金沙湾、雅居乐·山
钦湾等项目。而如今，雅居乐中心作
为雅居乐海南区域首个纯商业项目，
对于雅居乐的海岛征途而言，有着里
程碑式意义，对引领区域发展提质转
型也具有重大意义。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不断
向前的南海之滨，正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雅居乐也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大潮，展开了全新的商业征程。雅
居乐中心将致力于把乐活之心融入
商务、融入商业，在引发市场期待的
同时，也将不断成就人们对美好城市
的更多想象。 （广文）

如果说忙碌是一种生活常
态，闲暇时不妨停下忙碌的脚步，
到三亚·恒大美丽之冠与山水为
伴，拥抱自然，尽情感受生活的美
好。

三亚·恒大美丽之冠，依临春
河而建，可近距离感受临春岭、凤
凰岭苍翠叠野之景。项目附近有
三亚湾、大东海、鹿回头、梦幻水上
乐园等热门旅游景点。

三亚·恒大美丽之冠，位于三
亚市主干道凤凰路与新风街交汇
处，地处三亚繁华区域，距离解放
路、迎宾路等商圈仅2公里，交通
出行十分便利。

三亚·恒大美丽之冠，倾情打
造八大主题园林、五重生态景观，

四时风景各异。在繁花绿荫和水
系重叠造景间，让您尽情感受园内
绽放的自然风情，目之所及皆是美
好。在三亚·恒大美丽之冠，您可
以感受到都市生活的风雅韵律，每
一天都充满诗情画意。

三亚·恒大美丽之冠，以优越

的地理位置和舒适的居住空间，邀
您畅享都市美好生活。择一城终
老，畅享舒心四季。三亚·恒大美丽
之冠匠心打造品质生活之境，满足
人们对幸福旅居生活的美好追求。
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就在这里。

（广文）

窗帘搭配有学问

窗帘是一道流动的风景。优雅美观的窗帘
可以遮阳隔热、调节室内光线，是优质的家居装
饰品。家居装饰时，窗帘如何搭配才能让家里
变得更好看呢？

色彩
窗帘色彩要与整体装修色调搭配。如果室

内装修是暖色调，那么在窗帘的选择上，也要尽
量偏向暖色。

材质
客厅主要承担着会客和娱乐休闲的功能。

如果居住者经常在客厅看电视，建议选择具有
遮光、隔热功能的厚棉麻或涤纶材质窗帘。如
果想让客厅光线更加明亮充足，则可以选择浅
色调或透光性比较强的薄布、轻纱窗帘，有镂空
的布料也是不错的选择。

卧室以温馨舒适为基调，选择具有蕾丝或纱
质元素的窗帘，能让整个空间看上去柔软舒适。

大面积的落地窗或飘窗前，可以使用避光
性较好的窗帘，既不影响空间的开阔感，又可挡
住强烈的阳光，为您营造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海南恒大御湖庄园，是一个适
合旅居的地方。这里一年四季气
候宜人、阳光明媚。

海南恒大御湖庄园为众多旅
居者提供宜人气候、自然美景和
无人打扰的度假时光。海南恒大
御湖庄园是恒大集团在定安倾力
打造的一处桃源胜地，凭借优质
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缤纷的养生配
套设施，为居者提供世外桃源般
的居住体验。这里拥有超高绿化
率，窗外美景如画。在此定居，
无需出门即可享受到休闲观光的
乐趣。该项目打造了约 5300㎡
健康颐养中心，涵盖健康管理中
心、医疗、休闲娱乐、文艺、生活
及行政服务六大功能区。闲暇之
余，不妨带上孩子、约上好友，一
起在阳光泳池游泳、在多功能健
身中心里挥洒汗水，让闲暇时光
更精彩！

在海南恒大御湖庄园旅居生
活，你可以在园林里闲逛，也可
以驱车到离家约5分钟车程的文
笔峰游览。文笔峰是国家4A级
风景区，风景秀美，那里的古建
筑向游人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距离恒大御湖庄园约 15 公
里的南丽湖，是人们休闲度假的

好去处。那里水域开阔，自然风
光旖旎，周边餐厅、酒店、高尔夫
等休闲配套设施齐全。人们可以
在此尽情玩乐、尽兴而归。在此
旅居，无需奔波劳累即可欣赏到
众多自然美景，畅享惬意休闲好
时光。

（广文）

四部门：

保障农村低收入
群体住房安全

海口雅居乐中心
品牌发布盛典举行

恒大美丽之冠：

这里，就是诗和远方

恒大御湖庄园：

畅享惬意休闲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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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4HN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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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兰区朝霞路千家村小区11幢704

房和707房；2、海口市大同一横路3号103号铺面；3、海口市美兰
区和平大道12号银海苑一层铺面；4、海口市海甸五西路创新别墅
6号；5、海口市海甸五西路17号101和102号铺面整体。二、租赁
期限：创新别墅6号为七年，其它资产为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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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至2021年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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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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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有效期为10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为2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相关人员联系。本公司地址：海
口市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623068。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
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zimin@cinda.com.cn。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以上资产的详细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名称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换地权益书

发放号

46010020131012034

46010020140523034

46010020060808119

46010020060808117

460100070709153

460100070813153

460100070706153

46010020060808118

46010020080722117

46010020080722118

46010020080722119

46010020051115074

46010020060808120

46010020090608035

编号

00003884

00003887

00000851

00003956

00000845

00000842

00000846

00003955

00004149

00004150

00004151

00004557

00000852

00004042

资产清单
面值

2,481,900

1,221,000

8,661,200

4,326,900

2,615,358

2,003,221

1,731,288

1,147,770

1,046,200

774,000

376,900

14,729,000

4,650,000

5,575,733

联系人
朱女士
施先生
朱女士
施先生
朱女士
施先生
朱女士
施先生
朱女士
施先生
朱女士
施先生
朱女士
施先生
朱女士
施先生
朱女士
施先生
朱女士
施先生
朱女士
施先生
朱女士
施先生
朱女士
施先生
陈先生
张先生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联系电话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662275
089868668205
089868501713
089868664010

邮箱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zhuyuting@cinda.com.
cn、shimin@cinda.com

chenshigui@cinda.com.cn
zhangtao@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下列资产进行处置，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资

金实力或良好信誉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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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对4G网络系统进行优
化。届时，手机VOLTE(高清语音)及4G上网业务使用将受
短时影响。具体优化时间如下：

2021年4月27日0:00－6:00；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网挂【2021】16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二）宗地净地情况：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
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开发建设要求：
（一）按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有关规定，该地块设定出让控制指标，具体如下：

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竞得人须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
关违约责任。（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
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定金为成交价的10%。2、竞买人竞得
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
地出让价款。3、本宗地按现状出让。4、该宗地项目建设应采用装配
式方式建造，需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
行。5、按照规划控制要求，该地块需配建一所12班幼儿园，占地面积
不小于468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小于3182平方米；一处社区服务中
心，包含社区服务站不小于800平方米、文化活动站不小于500平方
米、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不小于500平方米。土地竞得人应按国家、
地方行业管理规范、规定要求建设该配套设施，工程建设完工验收综
合备案后，无偿移交给辖区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相关部门，并负责办
理不动产登记证书。6、该宗土地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500万元/亩。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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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5个工作日内须与海口江
东新区管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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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
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1年内动工，动工后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
超出出让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
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
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
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8、由竞得
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9、受让人凭土地
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四、竞买申请：
（一）竞买人资格。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
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
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
成土地闲置的。（2）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
息等行为。2、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
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
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
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3、竞买
人须是海南省省属国有企业。（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
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及其他相关文件。手册和文
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
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竞
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有意向
的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按要求上传竞买申请文
件。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时
间：2021年04月25日09时00分至2021年05月26日16时00分
（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

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时，应选定一家银行交纳竞买保证金，
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随机竞买保证金账号，保证金交纳银
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竞买人应谨慎选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手册的
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足额交入该账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
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本次竞买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
外币。竞买保证金应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
得，并出具承诺。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05月26日16
时00分。（五）资格确认。竞买资格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
内、资格审核截止时间前完成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
请时应充分考虑网上交易活动的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
意。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
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
格。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1年05月16日09时00分至2021年05
月28日12时00分。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本次交易活动挂
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在线
下载打印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地点参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
报价阶段仅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
报价。挂牌截止由挂牌主持人主持确定。（二）挂牌报价时间：2021年
05月16日09时00分至2021年05月28日16时00分，受理报价时
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08:30至11:30及14:30至17:00。（三）挂牌报
价地点：海口市国土大厦5楼土地交易中心招拍挂部。（四）挂牌现场
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厅
（203室）。六、风险提示：（一）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它浏览器可能会
对网上交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
行环境。网上竞买申请、资格审核程序按网上交易系统预先设定的程
序运行，竞买人应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熟悉网上交易的操作
流程、方法。由于操作不熟练引起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二）竞
买人持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相关操作，系统注册
及证书办理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用户
手册》。竞买人应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
实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竞买人自身行为或法定代表人合法授权的行
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三）竞买人应当仔细阅读
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网上交易活动。竞买申请一经提
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息和使用
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议并完全接
受。（四）因竞买人使用的计算机遭遇网络堵塞、病毒入侵、硬件故障或
者损毁、遗失数字证书，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等原因，导致不能正常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或进行申请的，其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五）竞买人
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生法律效力，不可撤回。竞买人未
出席挂牌现场会的，视为自动放弃挂牌交易线下竞价，且不影响成交
结果的法律效力。七、咨询方式：（一）交易业务咨询。联系人：李女
士 卢女士。联系电话： 0898-68531700。查询网址：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lr.hainan.
gov.cn:9002/。（二）CA证书办理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
中心。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
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 16、17 号窗口。咨询电话：0898-
66668096。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04月25日

地块名称

海口市江东
新区 JDZH-03-
A14地块

宗地坐落

海口市江东
新区 JDZH-03-
A14地块

总面积
(平方米)

85327.88

用途

城镇住宅用
地 ( 市场化
商品房)

混合比例
(%)

100.0

面积
(平方米)

85327.88

使用年限
(年)

70

规划用
地性质

城镇住宅
用地

容积率
(%)

≤3.28

建筑密度
(%)

≤30

绿地率
（%)

≥35

建筑限高
(米)

≤80米

起始价
(万元)

50377.580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0377.5804

地块名称
海口市江东新区JDZH-03-A14地块

拟建项目所属产业
海南省级公职人员住房

投资强度（万元/亩）
≥500

年度产值（万元/亩）
/

年度税收（万元/亩）
/

达产年限（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