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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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须具备上述竞买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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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让宗地用于科技孵化器或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项目建设，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需具有国家级科技孵化器或国家高新技
术创业服务中心资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颁发认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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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至2021年6月28日到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
34号供电宿舍C栋701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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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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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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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8
时30分至2021年6月30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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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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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
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

（二）本次出让宗地属科技孵化器或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项目用地。项目内自持不少于计容建筑面积的20%用于经营，自持建
筑自房屋不动产登记簿之日起10年内不得销售、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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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让零
售商业商务金融混合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300万元/亩，
年亩产税收不低于12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不低于450万元/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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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方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二年内未完成项目投资总
额30%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项目竣工投产后的投资
强度、亩均产值达不到约定标准50%，或者亩均税收达不到约定标准
30%的，经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查验核实后，按该宗土地出让约
定达产时间之日当时市场评估价格限期补缴土地出让金及违约金，逾
期未补缴土地出让金或未付清出让金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土地使
用权，限期拆除地上建筑物和附着物，并可以要求用地企业进行赔
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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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
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函》，该宗地的竞得方须采用装
配式方式建造。

（八）出让价款缴纳：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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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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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龙华区大同

路34号供电宿舍C栋701房
联 系人：林先生 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00508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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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

文土告字〔2021〕20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1）-12号

备注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
航天大道南侧

地段

零售商业计容建筑面积所占比不得低于该地块计容总建筑面积的30%，商务金融计容建筑面积占比不高于该地块计容总建
筑面积的70%。

面积

60569.21平方米
（折合90.854亩）

土地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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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建筑限高≤80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6450.5974
（折合 2716元/m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9871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
习近平总书记28日在中国科学院

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
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各界引起热烈
反响。大家表示，要努力肩负起时代赋
予的重任，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
大幅提升，我们完全有基础、有底气、有
信心、有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机遇，乘势而上，大展宏图。”

虽然是周末，清华大学高技术实验室
副主任邓宁仍在为启元实验室的建设规

划而忙碌。这个专注人工智能的新型研
发机构，主要面向智能科技领域的重大需
求开展前沿探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邓宁说，作为奋战在一线的科研工
作者，自己将努力加强原创性研究，以锲
而不舍的“钉钉子精神”力求打赢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战。

“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最
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智能制
造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一汽智能网
联开发院副院长周时莹说，作为直面市场
和用户的终端企业，自主品牌车企必须根
据行业痛点，建立协同芯片、人工智能、通

信等多学科融合创新的智能网联汽车科
学技术体系和产品开发生态，把关键核心
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当好产业链的

“链长”、保证供应链的安全。
当前，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

的主要战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
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
成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发挥基础
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
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
军。”长期从事微纳器件、低维材料等交
叉领域研究工作的电子科技大学基础与
前沿研究院教授王曾晖表示，将深入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发展科技第
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
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助力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

展望未来的科技“大棋局”，各地正立
足实际、精准落子，加速布局科技创新。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
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
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话，给武汉市委常
委、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汪祥
旺打了一剂“强心针”。

“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第二家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将主动担当起国家战略支点责任，力争
在2035年全面建成科学特征明显、科创
特色突显、创新活力昭显、生态人文彰显
的世界一流科学城。”汪祥旺说。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的一栋写字楼
里，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
始人、董事长黄源浩正和项目团队“头脑
风暴”，研讨一款应用新技术的3D视觉
感光芯片的技术难点。

“作为民营科技企业创业者，我们将
与科研机构和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努

力补全我国3D视觉感知产业链的薄弱
环节，早日实现3D视觉感知关键核心技
术完全自主可控。”

“实践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
有可为的！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
作为的！总书记的肯定与鼓励，让我深
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中车青岛四方
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我国
高铁装备行业技术领军人梁建英说，我
们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
气、坚忍不拔的定力，投身到科技创新工
作中，为保持我国轨道交通系统走在世
界前列作贡献，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谱写
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努力肩负时代重任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社会各界拼搏奋进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在完
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对中央企业进一步把加强党
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加快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作出部署、
提出要求，是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
度建设的标志性制度成果，对于中央企

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必
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一
以贯之的重要指示要求，立足于在完善
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了中央

企业党委（党组）在决策、执行、监督等各
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

《意见》提出，中央企业党委（党组）是
党的组织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

结构中具有法定地位，在企业发挥把方
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领导作用。同时，
《意见》在明晰中央企业党委（党组）讨论
和决定重大事项的职责范围，规范党委

（党组）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
的要求和程序，明确党委（党组）在董事会
授权决策和总经理办公会决策中发挥作
用的方式，强化党委（党组）在执行、监督
环节的责任担当，以及加强党委（党组）自
身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制度性安排。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
各中央企业党委（党组）要加强分类指
导，鼓励探索创新，在国有企业完善公司
治理中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中央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科学院第二
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
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
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
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当前，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已
经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问
题。同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在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的大背景下，我们
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

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
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
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
全，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
强的必然要求，是我们从未知到已知、从
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必然选择。”我国面
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

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
没有搞清楚。面向未来，基础研究要勇
于探索、突出原创，拓展认识自然的边
界，开辟新的认知疆域；更要应用牵引、
突破瓶颈，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
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弄通

“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
同时，要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力度、优
化支出结构，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
制。广大科技工作者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
础、储备长远，甘于坐冷板凳，勇于做栽

树人、挖井人，定能实现前瞻性基础研
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夯实世界
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
善、国防建设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
问题，这就要求科技攻关必须坚持问题
导向，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比
如，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在
石油天然气、基础原材料、高端芯片等方
面关键核心技术上全力攻坚，加快突破
一批药品、医疗器械等领域关键核心技
术。再比如，在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

全的基础核心领域，瞄准人工智能、量子
信息、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前瞻部署一
批战略性、储备性技术研发项目，瞄准未
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这对优化
财政科技投入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
重点投向战略性、关键性领域。

科技成果不仅要同国家需要、人民要
求、市场需求相结合，还要完成从科学研
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
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要
认识到，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关键是要确立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这就要增强企业创

新动力，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加快构建龙
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
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提高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成效。还要认识到，现代工程和技术
科学是科学原理和产业发展、工程研制之
间不可缺少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必须大力加强多学
科融合的现代工程和技术科学研究，带动
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发展，形成完整的现
代科学技术体系。

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新
征程上，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勇于攻
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积极抢占
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努力实现
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我们一定能把
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大上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