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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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至2021年7月27
日到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27号财富公寓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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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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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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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8时30分至2021年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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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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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必须按照《成交确认书》的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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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
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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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让宗地属仓储项目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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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让宗地仓储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1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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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与文昌市科学技术工
业信息化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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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6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
复函》，该宗地不强制要求竞得方使用装配式建造，但鼓励项目中的工业
厂房采用钢结构装配式建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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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
滨海大道27号财富公寓513房；联 系 人：林先生 陈女士；联系电话：
0898-63330100 13976657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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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文土告字〔2021〕21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0）-26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路镇
工业园区地段

面积

40190.17平方米
（折合60.285亩）

土地用途

仓储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24米

挂牌起始价

2109.9840万元
（折合52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

12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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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万宁市商务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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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至2021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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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2021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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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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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8：30；截止时间：2021年7月30日15：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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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业产业投资强度指标应为
≥30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应为≥45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应为≥
1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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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17-62-
3号地块

地块位置

位于兴隆旅游区太阳谷项目西
侧、莲兴西路东南侧地段

面 积

0.6106公顷
（合9.16亩）

出让
年限

40年

土地
用途

零售商
业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1.0 建筑限高≤20米
建筑密度≤30% 绿地率≥35%

挂牌起始价
（万元）

8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850

文昌国际海缆登陆站项目位于文昌市锦山镇潮滩湾片区，规
划用地面积共为3666.23平方米（折合5.50亩），建设单位为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项目总建筑面积为3784.63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为3352.63平方米，容积率0.91，建筑密度
34.76%，绿地率22.32%，建筑高度3层，停车位10个，其中充电
停车位2个。以上规划指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
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的建筑设计方案等内容进行批前
公示。1.公示时间：7天（2021年6月29日至7月5日）；2.公示地
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2）书面意
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清大道19号人民政府服务中心三楼306，邮
政编码57132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
馈，将视为无意见；咨询电话:0898-63388190，联系人:符周飞。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1年6月29日

文昌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中国移动海南
分公司文昌国际海缆登陆站项目的批前公示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日内瓦6月27日电 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第47次会议正在进行。近日，持续有国家
以不同方式就涉疆、涉港、涉藏问题表达对中国
的支持，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格林纳达联署白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所做
支持中国的共同发言，目前联署国达66个。

马达加斯加在人权理事会发言赞赏中国政
府为保障人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做努力，

强调处理人权问题时应确保普遍性、客观性和非
选择性，消除双重标准和政治化。反对任何出于
政治目的将人权理事会工作政治化的企图，敦促
有关国家和多边机构在评估各国人权状况时展

现公正性，尊重不干涉内政原则。
乍得发言支持中国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强调处理人权问题时应秉持公正性和非选择性
原则，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内政。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发展中国家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6月28日，瑞典首相勒文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召开新闻发布会。
继瑞典议会6月21日对首相勒文的不信任

投票获得通过后，勒文于6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辞职。 新华社/法新

瑞典首相勒文宣布辞职

西班牙逾800名学生
毕业旅行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据西班牙多个地方政府27日消息，800多名
学生6月中旬前往旅游胜地马略卡岛毕业旅行后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西班牙多地政府发布的消息说，截至27日，
至少848名学生感染变异新冠病毒阿尔法毒株
（英国首先报告的B.1.1.7变异病毒），其中包括首
都马德里410名学生感染、巴斯克自治区126名
学生感染、巴伦西亚市104名学生感染。

一些感染病毒的学生乘坐一艘渡轮从巴伦西
亚前往马略卡岛，其他学生在马略卡岛与感染者
接触时被传染，数百人因接触感染新冠的学生而
不得不接受隔离。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美军空袭伊拉克叙利亚
边界两侧民兵武装目标

环球军情

美国国防部声明说，按照总统约
瑟夫·拜登指示，美军27日晚空袭

“伊拉克-叙利亚边境地区伊朗支持
的民兵武装所使用设施”，具体而言，
是叙利亚两处和伊拉克一处“指挥及
武器储存设施”。

声明说，数个“伊朗支持”的民兵
武装使用这些设施，包括“真主旅”

“赛义德烈士旅”，这些武装“以无人
驾驶飞行器攻击伊拉克境内美国人

员和设施”。
“真主旅”和“赛义德烈士旅”为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是伊拉克民兵武
装“人民动员组织”成员。

“人民动员组织”由数十支民兵
武装组成，长年随伊拉克政府军打
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8年起
全面接受政府指挥。美国政府声称

“人民动员组织”受什叶派大国伊朗
支持。

去年1月，美军出动无人机在伊
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外袭杀伊
朗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和“人
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阿布·迈赫
迪·穆汉迪斯等人，引发伊拉克民众
抗议。伊拉克国民议会随即通过决
议，要求政府结束外国军队在伊拉
克的驻扎。

叙利亚政府向来谴责美国在叙
境内军事存在侵犯叙利亚主权。

叙利亚新闻电视台28日凌晨报
道，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与伊拉克
交界地区城市阿布卡迈勒遭到美军
空袭，一名儿童死亡，至少3人受伤。

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
组织28日说，美军这次空袭造成至
少5名伊拉克民兵武装人员死亡、数
人受伤。“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依靠
叙利亚境内消息源收集信息。

美国政府两名官员告诉路透社，
美军出动F-15型和F-16型战机，
空袭目标包括民兵武装一个操控无
人机的设施。

这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第二次
在叙伊边界叙利亚一侧发动这样的
军事行动。今年2月，拜登指示美军
空袭这一地区“伊朗支持”的民兵武
装所用设施，包括“真主旅”设施。“叙

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当时说，空袭致
死20多名武装人员。

美国声称，2月那次空袭是为报复
伊拉克一处美军基地遭袭。当月早些
时候，那处基地遭火箭弹袭击，一名为
美军服务的平民死亡，一名美军士兵等
人受伤。“真主旅”否认发动那次袭击。

美军目前在伊拉克驻扎大约
2500人。 吴宝澍（新华社专特稿）

空袭民兵武装

致死无辜儿童

俄罗斯在黑海驱逐越界英国
驱逐舰数天后，俄罗斯首次测试30
年来建造的最大核潜艇“别尔哥罗
德”号。

俄罗斯塔斯社26日以一名造
船业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别尔哥罗
德”号核潜艇25日首次进入白海。

法国《海军新闻》网报道，“别尔
哥罗德”号本月6日完成消磁作业，
25日离开俄西北部阿尔汉格尔斯
克州北德文斯克市，首次出海测试。

“别尔哥罗德”号的具体性能参
数尚未公布。按照俄罗斯新闻社先
前报道，“别尔哥罗德”号长约184
米，排水量达3万吨，“属全球最庞
大的核潜艇之一”。

“别尔哥罗德”号是俄罗斯重要
战略武器“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首
个载具，2019年4月下水，拟于今
秋之前完成测试，年底之前列装俄
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

俄新社分析，“波塞冬”加速极
快，普通潜艇无法企及，能够潜入数
千米以下深海，能自主计算击中目
标最优路线，因而成为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潜艇防御系统的“眼中钉”。

“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外观酷似
鱼雷，可携带核弹头。英国《每日电
讯报》报道，一旦获得批准，“别尔哥
罗德”号将能够使用“波塞冬”洲际

核鱼雷发动核打击。
在英国护卫舰在黑海侵犯俄边

境事件余波未平、美国将组织多国
在黑海联合军演之际，俄罗斯“别尔
哥罗德”号首次出海测试引起舆论
关注。

俄罗斯国防部23日说，英国海
军“保卫者”号驱逐舰当天在黑海西
北部海域越过俄罗斯边界。俄军舰
开火警告、俄战机向英舰航行方向
投掷航空炸弹警告，予以驱逐。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日前宣布，
定于6月28日至7月10日在黑海举
行年度“海上微风”多国联合军演，
届时将有来自32个国家大约5000
名军人、32艘舰艇、40架军机参演。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
扎哈罗娃说，“海上微风”联合军演
主要意图一是在俄罗斯周边制造不
稳定局势，二是向乌克兰输送多种
类型武器器械。

另据俄国防部消息，俄军7日
至24日在太平洋中部远海举行了
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假想敌潜艇、航
母打击群和重要基础设施为目标开
展攻击演练。从25日开始，俄罗斯
在地中海开展军事演习，7艘舰艇、
反潜机、远程轰炸机和两架搭载“匕
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歼击
机参与。 蒋国鹏（新华社专特稿）

俄“别尔哥罗德”号
核潜艇首次出海测试

6月28日，人们在意大利热那亚街头休闲。
意大利6月28日首次实现全国范围全部划

定为新冠疫情低风险地区，民众在户外可以不戴
口罩。 新华社/法新

意大利新冠疫情
首次实现全国范围低风险

美国国防部27日说，美军当晚空袭了伊拉克与叙利亚边界两侧地区“伊朗支持”
的民兵武装所用军事设施。

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美军空袭造成叙利亚一名儿童死亡、至少3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