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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国

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B041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
美安科技新城B0413地块，土地总面积为44827.47平方米（合67.24
亩），土地用途为科研工业及旅馆混合用地[其中科研（A35）用地
45％，工业用地38.8％，旅馆用地16.2％]，科研用地使用年限50年，
工业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旅馆用地使用年限40年。该宗土地权属
清晰、安置补偿已落实到位，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
内、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已具备供地条件。
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413地块规划条件的
函》（海高新函〔2021〕219 号），用地性质为商业/研发/一类工业用地
（B14/A35/M1），容积率≤2.5，建筑密度≤35%，建筑限高≤80 米，绿
地率≥20%。该地块B14 用地占比16.2％，A35 用地占45％，一类工
业用地占比38.8％。

二、竞买人资格：（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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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
原因造成土地闲置行为的。2、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
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3、该项目原非法占地或违法建设行为
人。（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
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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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起始价为9134.1万元，采
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
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人民币9134.1万元。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凭有效证件到海口市土地
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
交易）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到市土地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2021年 9
月30日9:00至2021年10 月26 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21年
10 月 16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 10月 28日
16:00（北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
请条件的，我局于2021年10 月28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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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厅。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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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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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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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须在签订《挂牌
成交确认书》之日起7日内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该协议书作为土地出让合同
的补充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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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挂牌宗地按现状
出让，用于开发建设中药创新研发项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采用装配式建造，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
具体按照市住建局要求执行。（五）该宗地须按投资强度不低于982万
元/亩进行投资建设；自项目投产后第1年营业收入不低于7.6亿元，
前2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18.25亿元，前3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
50.7 亿元，前4年累计营业收入不低于102.6亿元，5年累计营业收入
不低于180亿元（年亩均营收不低于5355万元/亩）；自项目投产后第
1年纳税不低于0.4亿元，前2年累计纳税不低于1.2 亿元，前3年累计
纳税不低于3亿元，前4年累计纳税不低于4.6亿元，5年累计纳税不
低于6.8亿元（年亩均纳税额不低于200万元/亩）。（税收指标完成数
额，以土地所在地税务部门核算统计的数据为准）。（六）本次挂牌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条件，竞得人须自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2
个月内完成规划方案设计，完成规划方案设计后3个月内完成施工图
设计并获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时开工建设(以主要建筑的基础
混泥土浇筑为准），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30
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有产品下线，经营收入，医药企业以提交GMP
认证申请时间为准）。（七）该宗地旅馆用地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
割销售，项目不得以股权转让方式变相销售。（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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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
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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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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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
（0898）68531700；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
65303602；网 上 查 询 ：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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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名称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LC07-12-01地块

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LC07-12-01地块土地用途为商业混合用地其中零售商业用地占50%旅馆用地占50%（旅馆用地不
得分割销售）

土地位置

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

土地面积
（㎡）

30756.47

土地
用途

商业混合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4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5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25%
建筑限高

≤36m
开发期限
（年）

1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381

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LC07-
12-01地块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LC07-12-01地块土地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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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
条件。按照《海南省国土资源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规
划委员会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商务厅 国家
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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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LC07-12-01地块
的投资强度不低于5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800万元/亩，年度税
收贡献不低于12万元/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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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约定达产时间为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LC07-12-01地块
地上建筑须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二、竞买要求及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限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注：失信
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设有底价，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非
琼海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应由竞得人
在琼海市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拟成立项
目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其在项目公司中应持有50%（不含50%）以上
股份。（四）竞得人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5日内与海南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并在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后与琼海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法办理土地登记手
续。三、申请人可于2021年9月28日至2021年10月27日到琼海市
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四、申请人可于2021年9月
28日至2021年10月27日到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
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27日下午5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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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下午5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五、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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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为：1.起始时间：2021年10月18日上午
9时整。2.截止时间：2021年10月29日下午4时整。六、其他需要公
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实施机构为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
心，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Ir.hainan.gov.cn/。本次挂牌事项如
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2.本次挂牌出让
竞买报价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电子邮件、口头等方式报价，
节假日不受理报名、报价。七、联系方式:联系地址：琼海市金海路233
号，联系电话：0898-62811911，联系人：蔡先生。八、本公告未尽事
宜，详见挂牌出让文件，该文件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6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海告字[2021]7号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海南橡胶加钗分公司关于整
改新伟胶厂租赁合同的公告

海南橡胶加钗分公司于2009年11月2日与胡凤军签订
《厂房租赁合同》，对方承租我司位于新伟农场场部的橡胶加工
厂，面积1602平方米，主要用于生猪屠宰和加工使用。现根据
海垦控股集团关于垦区内固定资产租赁处置的指导意见，该标
的物的租赁合同存在租期过长、生产安全等问题，被海垦控股集
团列为重点项目抓整改落实，并要求限期完成整改。拟与承租
方重新签订租期较短的协议或双方协商解除协议。现通过媒体
公告，望承租人在一周内，到海南橡胶加钗分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将视为自动解除。特此公告

海南橡胶加钗分公司
2021年9月25日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因
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发行站站长，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基本要求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品行端正、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无违法违纪行为；
（二）年龄30周岁以下，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条件优异

者可放宽条件）；
（三）5年以上团队管理工作经验，从事销售管理、店面经营，

有发行/物流/电商/保险等相关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四）具有一定的策划/组织/沟通能力和具备团队协作与服务

意识；
（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吃苦耐劳、工作中能抗压；
（六）熟悉电脑办公系统。
二、岗位职责
（一）全面负责发行站的日常管理工作，确保发行站高效规范

工作；
（二）负责拟定发行站相关管理规定及考核措施，完善规章制

度，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带领全站人员完成上级下

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严格落实与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规定，做好发行站

经营业务及活动等风险管控；
（四）按要求制定发行站工作计划，组织员工培训和业务交流

指导，探索新业务的拓展及策划相关活动方案等。
三、报名方式及截止日期
（一）有意向者请向我司索要《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相关工

作人员应聘报名表》认真填写，并发送邮件至hndaily_fx@163.
com。报名时务必填写应聘岗位，附上个人身份证、毕业证、职称
证、获奖证书等相关证书及材料。

（二）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10月15日。
四、相关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审批等程序进行，择优录用。
五、待遇
五险两金；工资+奖金+N。
六、报名联系方式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
黄女士0898-66810583、符女士0898-66816950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诚聘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转让

方）与丁其方、钟泽（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转让方已将
截至2019年3月31日海南双进饮食有限公司1笔贷款债权依法
转让给受让方，债权本息 8，693，513.90 元，其中本金 1，200，
000.00元、利息7，493,513.90元，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
该企业的债权人和担保权利人。据此，请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尽
快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8号海口国际商业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0898-66563181
丁其方（身份证 410926197407094039）、钟泽（身份证

610103197208172830）住址：海口市龙华区坡博路26号（丁其
方）、海口市美兰区沿江四西路4号（钟泽）

联系电话：13876765321、13398999611
2021年9月26日

北京中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北京中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21年

10月14日上午10：30举行海口资产拍卖会。拍卖标的：海南省
海口市海秀中路91号房产(海口绿洲酒店)及室内物品。建筑面
积约：2982.08平方米，参考价：2123万元，保证金：200万元。咨
询预展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10月11日10：00-16：00。预展地
点：标的所在地、提前预约集中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
10月12日15: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至我公司指定账户（户名：
北京中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0109 0319 7001 2010
5277 512 开户行：北京银行亚运村支行），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
准。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前来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91号（海
口绿洲酒店）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拍卖地点：海口市龙华区海秀
中路 87 号如家商旅酒店二层会议室。咨询电话：杨先生
13810252334、010-84935041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王黎
刚）9月25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帆
船帆板比赛在浙江宁波结束，海南帆船
帆板队表现出色，以25分的成绩，获得
帆船470级混合团体长距离赛铜牌。

当天，全运会帆船比赛（宁波赛
区）迎来收官战。海南队的王伟东/
谢金莲、符倩/邓道坤经过前6轮的
角逐，以总分25分位列第三，与第二
名的浙江队仅有一分之差。这是自
毕焜摘金后海南帆船帆板队在本届
全运会上获得的第二枚奖牌。

邓道坤和王伟东是海南帆船帆板队
的老将，均年过40岁，曾配对参加过全
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前两年，他俩分
别改练混合帆船470级。邓道坤/符倩和
王伟东/谢金莲两对组合颇具实力，在
2021年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上，曾分别获得
该项目场地赛和长距离赛冠军。

赛前，海南队和其他多支参赛队提
前2个多月抵达宁波象山赛区，适应场
地的风力和风向。比赛前两轮，海南队
的成绩不错，随着比赛的推进，队员体
能不断消耗，后面的比赛挑战也就越来

越大，对手的实力也很强劲，这个成绩
来之不易。

470级帆船混合团体长距离赛被
列为下届奥运会比赛项目，也是第一次
进入全运会比赛的项目。此次共有8

个省市16个队参加全运会帆船帆板比
赛。六轮比赛后，山东队以10分总成
绩获得冠军，浙江和海南分列亚军和
季军。

在男子470级比赛中，海南队陈

勇/兰永清获得该项目第九名。在女
子470级比赛中，海南队冯惠敏/卓月
桃获该项目第六名。在女子帆板RS：
X级全能赛中，海南队黄燕结获该项
目第六名。

海南帆船队获470级混合团体赛铜牌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王黎

刚）9月25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沙
滩排球比赛结束。在男子成年组争夺
三、四名比赛中，海南男子沙排队陈秀
峰/秦成达1：2不敌上海一队，获第四
名，创全运会最好成绩。

本届全运会沙排项目成年组的比
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分6小组
进行单循环比赛，根据小组排名产生
16支队伍进入第二阶段单败淘汰及附
加赛，直至决出前八名的名次。

陈秀峰/秦成达在小组赛中和云南
队、江苏一队、重庆队同组组，他俩分别以
2：0战胜云南队，0：2不敌江苏一队，0：2
不敌重庆队，1胜2负的成绩惊险晋级16
强。在1/8决赛，陈秀峰/秦成达2：0战胜
福建二队蔡富泉/陈庆林，晋级8强。

进入1/4决赛，陈秀峰/秦成达迎
战老对手江苏队，在以11：21先失一
局的情况下，以22：20、15：10连下两
局，以总比分 2：1逆转对手，晋级四
强。在半决赛中，他们0：2不敌新疆
队，无缘决赛。

9月 25日下午，争夺三、四名的

比赛开战，陈秀峰/秦成达对阵上海
队高鹏/李阳。比赛打得十分激烈，
上海队以21：11拿下第一局；第二局
比分一直咬得很紧，陈秀峰/秦成达
顽强应战，以 21：19扳回一局；第三
局上海队加强进攻和拦网，以15：11
胜出。最终，上海队2：1战胜海南队
摘铜，海南队获得第四名。

海南男子沙排队获成年组第4名
创全运会最好成绩

图为海南男子沙排队陈秀峰（右）
在比赛中。 通讯员 李少雄 摄

海南队王伟东/谢金莲在帆船470级混合团体比赛中。 （组委会供图）

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
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习近平主席的致
辞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一
定要牢记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通
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
题的途径和方法，共同应对时代挑战，共
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在深刻改变经济格局和人类生活，尤
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形
势下，更加需要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深化
合作，协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应对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探讨科
技解决方案。

今年的中关村论坛主题为“智慧·健

康·碳中和”，呼应了全球化时代的脉动，
契合当今世界的重大关切。

“刚刚在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现场
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视频致辞，倍感振奋。”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许强表示，中关
村将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主动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紧扣时代命题，面向人民生产生活的
重大需求，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
各自作用，加大产学研用融合，努力营造公
平公正、便捷开放的世界一流创新生态，把
中关村加快建设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

中关村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一张名
片。1984年，联想正是从这片热土起
家，逐步发展成为一家全球化高科技制
造企业。

“习近平主席的致辞内涵丰富、寓意
深刻。无论是强调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
作，还是强调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我
都感同身受，也是我们一直努力践行的方
向。”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说。

从事新冠病毒跨种传播科研攻关
的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王奇慧认为，
习近平主席的致辞视野开阔，三个“共同”
为当前科学抗疫、团结抗疫、分享中国经
验指明方向，体现了中国秉持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表明了中国同各国共
克时艰、携手解决全球问题的坚定意志。

通过网络收看了习近平主席在
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上的视频致辞，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和大学老师，江苏省

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季晶感触颇
深：“习主席提到世界各国更加需要加强
科技开放合作，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
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
体现了中国对科技创新及全球合作的高
度重视。”

季晶表示，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抗争
中，“科学防治”一直是个关键词，广大科技工
作者和医务人员日夜奋战，在病毒检测、临
床救治、药物、疫苗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
性成就。“作为一名临床医生，越来越感受
到创新的重要性。”

河北雄安新区中关村企业集中办公
区成立于2020年11月份，坐落于雄安新
区雄县，首批签约入驻企业均为已在雄安

新区注册的中关村企业。
集中办公区招商经理彭博说，雄安

新区中关村企业集中办公区作为与中关
村协同发展的科技园区，将以构建长效
科技协同创新发展机制为抓手，实现科
技创新发展。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紧紧围绕天津市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基地三区”的功能定
位，发挥京津两市合作共建的优势，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初步形成了以智能科技、
生命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和科技服务业为
主的“3+1”产业体系。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李涛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致辞，让我们进
一步加深了对做好科技创新工作的认

识，也坚定了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信心和决心。

“世界是一个大家庭，是命运共同
体。”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民表示，当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
段，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离不开深入推
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离不开全球科
技创新交流合作。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命脉。”王民表
示，徐工将瞄准世界装备制造业前沿，探索
创新先进机制，进一步利用自身平台优势，
通过创新驱动和国际化战略，制造好产品，
服务好用户，传递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记者胡
喆 王琳琳 盖博铭）

加强科技开放合作 共同应对时代挑战
——习近平主席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辞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