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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征集意向承租人信息
现有海口汽车客运总站二楼、三楼房屋共计4100平方米

（其中二层2600平方米、三层1500平方米）公开征集意向承

租人，可用于商业零售、办公、娱乐等业态经营。欢迎意向承租

人咨询报名，咨询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8月20日。

咨询报名地址：海口市海府路24号海汽大厦13楼，商业

事业部（接待时间为工作日上班时间）。

联系人：杨先生，电话：65342405、18689964949。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日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规划指标和出让控制指标：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根据市商务局《关于东出让2021-10
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关联条件的再次复函》，该宗地
拟引进建设项目为低碳制造业，投资强度应达到200万元/亩，年度产
值应达到3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应达到10万元/亩。（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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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宗地若
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上述开发建设要求
将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土地竞得人在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与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三、竞买事项：1、挂牌竞买人报名条
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
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属境外机
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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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
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挂牌出让公告规定
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挂
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2、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东方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
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东方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
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
的。（3）在东方市范围有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的。3、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采取公开挂牌方式出让，并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4、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
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8月2日8：30至2021年8月31
日16:00到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二楼权益和开发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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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让文件，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5、交纳竞买

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8月31日16:00 (北京时间)。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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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31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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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挂牌起始时
间为：2021年8月23日8：3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为：2021年9
月3日15：00(北京时间) ；挂牌会现场时间为2021年9月3日15：00
(北京时间)。8、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
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9、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
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四、其他事项：1、确定竞得人后，竞
得人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需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土
地出让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2、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
从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
出让金的，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的期限不得超过1年，首次缴纳
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的6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挂牌出
让金不含各种税费。3、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
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4、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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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陆先生 吴先生；联系电话：0898-25585295 0898-
23881390；联系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4号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2日

东自然资告字〔2021〕21号

地块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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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该宗地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11°，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09°面积32451.78平方米用地范围一致。

地块位置

海榆西线北侧、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东侧

用地面积

32496m2

（合48.74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0.7

建筑
系数

≥30%
建筑高度

≤30（40）米

绿地率

≤20%

出让年限
（年）

50

保证金
（万元）

1481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481

受委托，我公司对三亚市吉阳区榆亚大道三晋度假酒店（以下简称
“标的”）进行公开拍卖。标的整栋房屋建筑面积：11285m2，土地使用权
面积2400.71m2。该标的地处三亚市繁华街区，位于鹿回头滨河公园旁，
紧邻大东海旅游度假区，与三亚市河东小学相邻，交通便利，人流量大，
是三亚市的优质资源。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参考价：23800万元人
民币，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人民币。2、拍卖时间：2021年8月31日10:00。
3、拍卖地点及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4、标
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8月30日17：00。
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1年8月30日16:00前到账为准。6、收取竞买
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口义龙支
行；账号：2201 0208 0920 0042 968。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10831号
拍卖会竞买保证金。7、标的情况说明：①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相关税、
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②标的建筑面积及土地使用权面积中，有72.51m2

房屋及相应分摊的15.43m2土地为他人所有，另有约30m2房屋被原业主
占用。拍卖机构电话：0898-66533938、18289655888。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土地使用权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在本公司拍

卖大厅公开拍卖以下土地使用权：
法院裁定抵债给委托方的登记在海南生园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白沙县元门乡，证号为白国用(1998)字第 51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面积 4950 亩中的 4373亩土地使用权，该权属来源于海南省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2000)海中法执字第240、241、244 号《民事裁定书》。

标的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16 日止。
拍卖方式：本场拍卖会对上述土地使用权按照整体、现状、净价方

式公开拍卖，拍卖标的设立有拍卖保留价。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2.标的过户的税、费由买

受人承担；3.标的原所欠各项税费、管理费、滞纳金、各种补偿费、土地
出让金、土地闲置费等全部由买受人承担；4.标的清场由买受人自行
负责并承担费用；5.标的系经法院裁定抵债方式取得的资产，可能存

在法院查封或裁定书未送达或土地过户于他人、产权纠纷、不能过户、
被他人占用、被无偿收回、成交后塌陷、面积差异等风险。竞买人办理
竞买手续均视为对拍卖标的物现状、瑕疵及数量不足、无法办理产权
变更登记、法院查封或裁定书未送达、抵债土地过户他人、产权纠纷、
不能过户、被他人占用、被无偿收回、成交后塌陷、面积差异等风险已
经充分知悉并认可，拍卖成交后，由于上述风险等原因造成的损失，全
部归买受人自行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1年8月16日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500 万元，以到账为准，逾期将不予
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北路金融花园 A 栋 201 拍卖大厅
拍卖方电话：0898-68589161
委托方电话：0898-66221263 信息发至：18976553182

海南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2 日

据新华社郑州8月1日电（记者刘怀丕 王
烁）记者8月1日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8月1日0时-15时，河南省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1例（商丘市），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郑州、驻马店
各1例）。

河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赵东阳在河南省政
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说，郑州疫情发生后，河
南省疾控中心实验室人员进行病毒测序，并与近
期境外输入病例毒株比对分析，从目前结果来
看，本次疫情主要为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

湖南多地
升级疫情防控措施

据新华社长沙8月1日电 测量体温、查验健康
码、行程码……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城区的居民小区
入口，值守人员顶着烈日酷暑辛勤工作。目前张家
界各区县的居民小区被要求加强小区管理，原则上
不准外出。为了进一步阻断疫情传播途径，湖南部
分地区升级疫情防控措施，实施不同形式、不同范
围的通行管制。

1日，永定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疫情
防控紧急提示，各小区全面实行封闭管控，非疫情防
控需要，小区居民原则上不得进出。部分小区已实行
封闭管控，除了主出入口，其余通道全部关闭，外来人
员一律不得进入，并要求值守人员全天24小时对进
入人员和车辆进行检查，持有绿码的小区居民先做好
登记，再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进入小区。

记者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从8月1日15时起，相关部门对
全县辖区所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除疫情防
控工作用车、运送疫情防控物资车辆、运送急救病人
车辆、消防救援车辆外，其他所有车辆不得上道路行
驶，违者将由公安机关依法扣留。

从7月30日起，株洲市对离株通道进行全面管
控，要求所有在株人员非必要不离开株洲，所有离株
人员必须提供24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火车
站、高铁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等重要关口均实行24小
时值守，严格筛查出入株洲人员。此外，株洲市已暂
停各类现场会议和群体性活动，全市所有旅游景点、
景区、游乐场所、室内密闭娱乐场所、电影院、宗教场
所等人员聚集性场所暂停开放。

据新华社济南8月1日电（记者张武岳）记者
从山东省烟台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
领导小组了解到，1日中午，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1名密切接触者确诊新冠肺炎普通型病例。

王某某，男，62岁，山东省临沂市人，系烟台
市莱山区关联南京禄口机场确诊病例张某某的
密切接触者。7月25日，在张某某位于烟台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马尔贝拉小区的住宅从事保洁
工作，与张某某有密切接触，且未佩戴口罩；经
初步排查，其21天内未离开烟台。

7月31日晚，当地对张某某活动轨迹进行排
查时，确认王某某为密切接触者，并转运至集中
隔离点。8月1日晨，核酸检测结果可疑阳性，当
日中午复核阳性，后被确定为普通型病例。目
前，王某某已被转运至市级定点医院诊疗。

据新华社厦门8月1日电（记
者付敏 颜之宏）厦门市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1日发布
通告称，7月31日，厦门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例，二者均为境外输入新冠肺炎关
联人员。根据当前厦门市疫情防控
实际情况，经专家研判，自8月1日
起，将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社区前

埔社列为中风险地区。
据介绍，7月 30 日，厦门市公

布一起境外输入关联新冠肺炎病
毒感染，病例1为张某。7月31日
晚上，厦门2名正在集中隔离人员
卢某、杜某核酸检测阳性，卢某被
认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杜某
被认定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
者。卢某、杜某分别系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1张某的家政服务人员和妻
子，自 7月 30日起集中隔离，前 2
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第3次检测
呈阳性。

目前，卢某、杜某已送定点医院
隔离诊治。同时，厦门已严格按有
关规程对相关场所和人员采取封闭
管理及环境消杀、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等处置措施。

江苏扬州主城区
按下“暂停键”

据新华社南京8月1日电（记者蒋芳）7月31日0
时至24时，江苏省扬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例。8
月1日，该市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并关闭城市
出口，停止市内公共交通，旨在切断传播链、扑灭疫情。

7月31日晚，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告》（第5号），全面从严从紧从实强化疫情防控工作，
对主城区按下了“暂停键”。其中，除了对各类城市交
通出口进行严格管控，对有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的小区实施封闭管理之外，主城区内所有公交车、巡游
出租车、网约车以及道路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临时停
运，服务类场所除农贸市场、超市、药店外临时关停。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者赵旭）北京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1日举行的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28场
新闻发布会上通报，8月1日0时至16时，北京新
增2例京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
症状感染者，均为湖南张家界返京人员，来自同
一家庭，均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初步判定
上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有
16人，已落实管控措施。

1人确诊
新冠肺炎普通型病例

新增2例确诊病例
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1例确诊病例
和2例无症状感染者

北京

河南

通
行
管
制

厦门新增2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关联人员感染者

⬆ 7月 29日，在张家界市永定
区民族小学核酸检测点，市民有序接
受核酸检测取样。 新华社发

➡ 8月1日，在张家界市武陵源
区军地坪街道的一家农贸市场，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了解市场供
应情况。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