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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1年7月21日 星期三A11

经审核发现，海口市美兰区辖区内部分申请人原提供的海

口市商务局关于《海口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进一步帮扶承租

非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

力实施方案》中所述房屋资金补贴的申请材料不全，请相关申

请人于见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有关补充资料送至海口市

美兰区商务局三楼302室。联系电话：65321295。逾期不提供

的，视为自动放弃。

特此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商务局
2021年7月19日

海口市美兰区商务局关于承租非国有房屋的服
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申请海口市新冠肺
炎疫情房屋租金补贴需补充提供资料的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告
高清辉（身份证号：445224197901221514）：

你因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2020年12月10日被本机关查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作出罚款30000元的行政
处罚。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陵综执
（交运）违通〔2021〕123号），现依法公告送达，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有
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听证。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举行听证的，视为放
弃此权利。特此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7月21日
联系人：陈兴钊 联系电话：13976154727
联系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文化路259号

遗失声明
海南省科技教育发展促进会遗失
海南省社会团体会员费专用收据，
票据文号:琼财非税[2011]16号，
票据号码:7486101-7486150，声
明作废。
●琼海市嘉积镇泮水村民委员会
第七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为：J6410011814502，特此声
明作废。
●中共海南省黎母山林场委员会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554701，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廖木锦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60037234，声明作废。
●张创皇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解放路北侧（原八所镇政
府）103一间主卧的房屋租赁证，
证号：（东）房租证第01109号，声
明作废。
●澄迈华健华荣学府大药房（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M47T5X）遗 失
（周志良）法人章，现声明作废。
●林淋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业药师注册证一本，注册证编
号：461220900038，现声明作废。
●保亭响水岳生副食店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
JY14690290003426，现 声 明 作
废。

公告
我司“皇玛花园商业配套用房”为
本小区配电设备用房和物业用房，
使用权和所有权属于全体业主所
有。
海南天邑游艇别墅开发有限公司

麓海艺术设计小镇项目

清表公告
为切实做好麓海艺术设计小镇项
目用地清表工作，现就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清理范围：万宁市长丰镇东和
居大桥居民小组青藤岭，具体准确
范围以项目用地勘测定界图为准。
二、凡对上述范围内有坟墓所有权
的单位和个人，请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15日内，向长丰镇政府提出
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主动放弃
权利，我镇政府将依据无主坟相关
规定依法处理。万宁市长丰镇人
民政府 2021年7月19日

清算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经
县政府同意进行关闭注销，现已成
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
债权登记手续，逾期申报的债权将
不予受理。特此公告。联系人：张
超，电话：18874890508，联系地
址：屯昌县屯城镇昌盛路屯昌县人
民政府南附楼304室。

屯昌县旅游公司清算组
2021年7月19日

清算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经
县政府同意进行关闭注销，现已成
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
权登记手续，逾期申报的债权将不
予受理。特此公告。联系人：蔡兴雄
13198936300、程森13907517608，
联系地址：屯昌县屯城镇兴业二横
路农业服务大厦4楼。

屯昌县热作发展公司清算组
2021年7月16日

清算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经
县政府同意进行关闭注销，现已成
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
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到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
登记手续，逾期申报的债权将不予
受理。特此公告。联系人：刘新进
13876108963、严崇莉15248987570，
联系地址：屯昌县屯城镇兴业二横
路农业服务大厦4楼。

屯昌县橡胶总公司清算组
2021年7月1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美兰规划局拟
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21年7月21日起90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股权转让公告
海南百穗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0MA5TKJY93C）经2021
年7月20日根据公司章程，在海南
省海口市琼山区博雅路69号金海
丰小区A栋A01房召开的第二次
股东会，会议内容为将公司原股东
廖保锐持有公司股份2%转让给股
东林芳海；将公司原股东廖保锐持
有公司股份2%转让给股东蒙美
刚。该决议已经取得三分之二以
上股东现场签名同意。

海南百穗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清算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企业经
县政府同意进行关闭注销，现已成
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
债权登记手续，逾期申报的债权将
不予受理。特此公告。联系人：孙
乐俊，电话：13907516173，联系地
址：屯昌县屯城镇兴业路林业局。
屯昌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屯昌县苗
圃场）清算组

2021年7月13日

清算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经
县政府同意进行关闭注销，现已成
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
债权登记手续，逾期申报的债权将
不予受理。特此公告。联系人：胡
照语,电话：13976544128，联系地
址：屯昌县屯城镇兴业路林业局。

屯昌县林业开发公司清算组
2021年7月13日

公告
大拇指（海南）物流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尚闯将、唐金儿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1〕第528、529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
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委领取仲裁裁决书（海口市西沙路
4 号 ， 联 系 电 话:0898-
66701713），逾期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年9月18日
上午9时整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7月20日

招租
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
平方米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车位出售
盛世皇冠小区一、二期车位160个，
现整体打包出售，价格面议，地址：
儋州市兰洋北路盛世皇冠营销中
心，联系电话：0898-23387888。

海南洋浦天立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0日

寻人启事
卓豪（身份证号码4600341991100
83370）看到本公告请联系卓亚
财，电话：18289570207。

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书通知
琼山东发纸业有限公司：
琼山东发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乙方）与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
东升村委会后黎村第十、十一、十
七、十八经济社（以下简称：甲方）
于2000年12月9日签订土地承包
合同书，由于乙方没有履行合同条
款，履行合同约定。因此，自本通
知见报之日起，我们所签订土地承
包合同书作废，乙方如有异议限七
天之内与甲方在海口市秀英区东
升村村委会协商，否则视为认同土
地承包合同书作废。
特此通知。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东升村民委
员会

减资公告
海南自贸区巴特利区块链研发中
心 有 限 公 司 （ 信 用 代 码
91469027MA5T796E8G）经股东
会决议，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
万元整减少至100万元整，请债权
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金厦建材有限公司（9146000
0MA5TK20G87）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原债权债
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成林15325908181

减资公告
海南创升实业有限公司（9146010
0MA5RJK420C）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原债权债
务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许帮霖13389880811

注销公告
海南美育音乐艺术教育中心（代码
52460000MJP1164030）拟 向 海
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

●海口市第十中学公章破损，声明
作废。
●澄迈县中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468837428700032T）公章
破损，声明作废。
●余明雄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楼款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 0005643，金
额：714117元，声明作废。
●本人刘蓉不慎遗失海口绿地鸿
翔置业有限公司购房收据1张，金
额：499568元，收据号：6006611，
现声明作废。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七叉村
第八组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江市民广场
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49790801，声明作废。
●琼中县上安乡什联经济合作社
不慎遗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上
安信用社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33466101，现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金
竹村经济合作社不慎遗失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乌石农村信用合作
社湾岭分社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4930001，现声明作废。
●海南广荣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
废。
●劳日强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从业
人 员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029196904097817，声 明 作
废。
●儋州市海头镇那历村委员会盐
丁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12670401，账 号 ：
1006442300000180，声明作废。
●洋浦东讯手机店遗失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开具的
押金收据一张，金额：25000元整，
声明作废。
●海南省老子文化研究会“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书”正本遗失，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7931344389，声明作废。
●吉友华遗失坐落于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南林乡南林村委会大村
小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
号:469035400400030035J，特此
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14年12月8
日在海南省澄迈县人民医院抱养，
女婴特征：身上裹着蓝色方格的小
棉被，现已6岁，至今未能落户，取
名叫陈钰，现登报寻找该女婴生父
母，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
效证件过来认领，联系地址：海南
省东方市感城镇民兴村。
电话:13976525707 曾王芳

公告
许环宪先生：你于2016年11月25
日与吴钟锐、朱明签订的《房屋租
赁合同》，地址位于文昌市文城镇
文新南里25号，租赁期限三年。即
自 2016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2月14日止。至目前为止，租赁期
限已逾期，请你自公告之日起15
日内自行清理所有搁置在出租方
房屋内的所有物品。如逾期未处
置，出租方将作为无主处理。
联系电话：吴先生13876128797

朱先生13807612719
出租方（甲方）：吴钟锐、朱明

2021年7月21日

变更公告
海南省儋州市明湖庭苑A区二期
（5#、6#、7#楼）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建设单位由海南省国营八一农
场变更为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
公司，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莫泽文
变更为王克兵，特此声明。

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

迁址公告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经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批
准，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
华支公司迁址至“海南省海口市美
兰区海府街道五指山路17号海外
酒店主楼四层40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华
支公司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2021年7月21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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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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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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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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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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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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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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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 租

景观树出售

出售6000株小叶榄仁景观树
树龄10年，胸径20-40公分，

半价处理。吴先生18608965222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寻 人招 租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公开选聘招标代理机构的公告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拟对海南日报社印刷厂热敏成像直

接制版设备项目进行招标，依法公开选聘符合条件的招标代理机
构，请符合条件的招标代理机构报名参加竞标。

一、项目概况
（一）业主单位：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二）项目名称：热敏成像直接制版设备项目
（三）项目概算总投资：75万元
二、报名要求
（一）资格要求：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

有招标代理资质，且有类似项目代理业绩，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报名时须携带代理资质证书、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税务登记证、法人委托授权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验原件留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委托代理费报价表。

三、招标代理公司工作范围
中标的招标代理公司需承担的主要工作：
（一）负责投标单位的资质审查。
（二）依法做好招投标相关工作。
四、报名注意事项
（一）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7 月14 日起至2021年 7月

23 日止，上午8:30—12:00，下午15:00—17：30。
（二）报名地点：海南日报社印刷厂
联系人：詹先生 联系电话：13518882356
五、评审办法
在资质合格的基础上，采取低价优先及在本区域有丰富代理

经验综合考虑，确定招标代理机构单位。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7月14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开竞价公告
我分公司拟在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网络平台（网址：https://www.chamcfae.com/）（以下简称：华融交易中心）对拥有的琼海市

会山镇九架渗农场10877660.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种植的741037.46平方米的槟榔树等相关抵债资产权益和对大印集团有限公司债

权资产权益打包对外进行第二次公开竞价转让活动，现将本次公开竞价转让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一、转让标的资产情况。（一）抵债资产权益

（二）债权资产:截至2021年3月31日，拟处置的标的债权总额

为人民币59180.97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36716.00万元、

利息（含罚息、复利）合计人民币22464.97万元。标的资产具体情况

请投资者登录华融交易中心网站查看。二、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

誉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标的资产所带来的风

险。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国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

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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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资产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四、公告期

限：2021年7月21日-2021年7月27日。对本次公告内容有异议

的，请于公告到期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我分公司有权自行

撤销本次公开竞价或按照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公开竞价时间。五、处

置底价6000万元；竞买保证金1200万元。六、报名方式及时间：有

受让意向者请于2021年7月27日16:00时前通过华融交易中心交

易系统提出受让登记申请，并按照相关规定或约定缴纳保证金。七、

联系方式：朱先生：0898-66734399，唐女士：0898-66702447；受理

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陈先生0898-6677486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21年7月21日

资产名称
琼海市会山镇九架渗农场的10877660.8平方米的土地及
地上种植的741037.46平方米的槟榔树

类型

土地使用权及附作物

权益类型
抵债裁定（2018（琼）96 执 90 号
之十六）

备注

未办理变更过户
椰海明珠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红星迈仍二队，属《海口市府

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H1403、H1402地块范围。项目拟建1栋
地上23层、地下1层的住宅楼，1栋地上1层的商业及1栋地上2层
的文化室，送审方案建筑退线符合控规要求；根据日照分析，满足日
照要求与相关规范。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
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7月21
日至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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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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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椰海明珠项目规划公示启事

建设单位为琼海金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用地面积
2157.46m2，位于琼海市博鳌镇朝阳乡。公司现向我局申报建筑设
计方案,南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总计容建筑面积2495.92m2，容
积率1.15，建筑密度34.41%，绿地率33.14%。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
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
（7月21日至7月29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
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
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
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 咨询电话：
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20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金晟房地产开发责任有限公司员工宿舍

楼南区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

建设单位为琼海金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用地面积
6530.51m2（东区3274.51m2，西区3256m2），位于琼海市博鳌镇朝阳
乡。公司现向我局申报建筑设计方案，东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计
容建筑面积 3630.64m2，容积率 1.10，建筑密度 30.7%，绿地率
39.42%。西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为：计容建筑面积3808.21m2，容积
率1.16，建筑密度33.4%，绿地率36.01%。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
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7月21日至7月29日）。
2. 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
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
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20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琼海金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宿舍楼东区西区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

乐东黎族自治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幅) 地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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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只能单独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竞买人可以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或在乐东黎
族自治县行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金的除外。
三、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有意竞买者可于2021年7月23日至
2021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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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产权交易）或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咨询和领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手册》。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7月23日至2021年8月23日
下午17时00分止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
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
时间为2020年8月23日17时00分（以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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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3日17
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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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行。地块挂牌时间为：首村A1号：2021年8月13日9 时至2021年8月
25日10时；首村A2号：2021年8月13日9 时至2021年8月25日10
时；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
约定时间内与出让人签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
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双方的印花税由竞得者缴纳），其他税费按规
定缴交。3、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

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此两宗地块属于房地产业中
的零售商业用地，因此地块按照投资强度指标为250万元/亩，年度产值
及年度税收不设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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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在签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产业主管部门乐
东黎族自治县商务招商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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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宗地块土地权属清晰，征地补偿安置落实
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全部补偿完毕，无法律经济纠纷、符合净地出让条
件，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
施工的土地条件。5、该宗地总建筑面积未达到《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
施主要环节管理规定（暂行）》规定“总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或单体
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商业、办公等公共建筑项目，具备条件
的全部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的要求，在开发建设时对装配式建造方
式不做要求。6、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申
请。7、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文件。8、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
landchina.com/；http://www.ggzy.hi.gov.cn；http://lr.hainan.
gov.cn；http://ledong.hainan.gov.cn/。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集体
经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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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联系人：林先生；联系电话：
0898-85531814 65303602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7月20日

乐自然资公告（2021）19号

宗地
编号

首村A1号

首村A2号

土地面积
（m2）

4966.73

16680

地块
位置

志仲镇首村

志仲镇首村

使用
年限

40年

40年

土地用
途

零售商
业用地
零售商
业用地

建筑
密度

≤40%
≤50%

容积
率

≤0.72
≤1.2

绿地率
(%)

≥30%
≥30%

限高

12米

12米（局部建筑高度可根据实际需求增至
15米，规模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 2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580

1580

挂牌出让
起始价(万元)

580

1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