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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三道农场180套公租房及其他配套用房整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9HN0225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农场1#楼
及2#楼180套公租房、多媒体大厅及配套房屋整体招租，招租面
积为11542.45m2，挂牌价格为2,595,854元/首年年租金，租赁
期限10年。最高报价作为首年年租金,前5年租金不变，第6年
租金在第5年基础上递增5%，后5年租金不变。公告期：2021
年9月27日-2021年10月14日。标的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
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34
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
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9月27日

江东新区万乐汇项目批后公示启事
经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局已批复《海口江东新区国际高教

科研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GJ-03-A04地块建设方案（江
东新区万乐汇项目）。为保障规划顺利实施、维护法制性，实现
监督机制，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后公示启事。

1.公示时间：2021年9月27日至竣工验收。
2. 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及拟建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

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
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5686639,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9月27日

现有集装箱TCNU8392990、TCNU8600624、TCNU5068077、
SEGU1690424、SEGU1451271、SEGU1336827、GLDU9626296、
BEAU2283205、BSIU9270025 长期存放于我司堆场，已影响到我
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现予以公告，请箱属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持有关证件（身份证、营业执照及相关凭证）到海口市滨海大道
84号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109室办理提箱手续，逾期无人认
领，我司将视为无主集装箱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84号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09室。
联系电话：0898-68623685 联系人：黄小姐

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7日

集装箱催提公告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资规龙华〔2021〕346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
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
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
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
土大厦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
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 68512605

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8日

产权申请人

中铁二十一局
集团第五工程
有限公司

申请依据

( 1996)振执字
第18-3号《民
事裁定书》

土地坐落

海口市龙华
区 盐 灶 路
145号

申请土
地面积

253.77
平方米

土地权
属证件

市 国
规 [1990]
603号

项目名称

昌信住宅
小区

原土地
使用者

海口海航企
业房地产开
发公司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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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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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竞
得人须与乐东黎族自治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签订《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
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住房套型建
筑面积不超过120m2，并实行现房、标准装修销售，销售价格不超过
8000元/m2，此地块安居型商品住房销售对象为符合条件的乐东黎
族自治县基层教师和基层医务人员。严格按照《乐东黎族自治县江
北一期安居房型商品住房项目工作方案》执行。2.竞得人自取得土地
使用权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开发建设，自开发建设之日起二年内完成
项目建设；须严格按照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
设。3.该宗地总建筑面积达到《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主要环节管理
规定（暂行）》规定的要求，在开发建设时须按装配式建造方式进行开
发建设。4.项目建成后，由乐东黎族自治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根
据房源情况制定具体的轮候或摇号配售方案统一安排配售，土地竞
得人不得擅自销售。项目销售对象由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根据
相关规定审核确定。5.土地竞得人须将项目配套的公益农贸市场（建
筑面积3000平方米）的所有权无偿移交给县政府或其指定的部门使
用。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
司、企业、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属境
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2、申请人须
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
认其资格，签发资格确认书。3.对发现并核实竞买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得申请参加挂牌出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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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东县内其它区域内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因企业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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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重大税收违法行为的。（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及其他相关
文件。手册和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
看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
方式进行，有意向的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按要
求上传竞买申请文件。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
申请。竞买申请时间：2021年9月27日8时30分至2021年11月1
日17时0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四）竞买保
证金：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时，应选定一家银行交纳
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随机竞买保证金账号，
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竞买人应谨慎选择。竞买人须
按照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足额交入该账号（竞买保证
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本次竞买保证金的币
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
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为：2021年11月1日17时00分。（五）资格确认：竞买资格审核开始
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资格审核截止时间前完成竞买申请文件
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充分考虑网上交易活动的竞买资格
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意。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过，且竞
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
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1年9月28日08
时30分至2021年11月2日10时00分。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竞买
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在线下载打印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地点参
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仅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挂牌截止由挂牌主持人主持确定。
（二）挂牌报价时间：2021年10月22日08时30分至2021年11月3
日10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08:30至11:30及
14:30至17:00。（三）挂牌报价地点：乐东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四）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二楼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厅。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买
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乐东黎族自治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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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乐东县注册的法人和其它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7个工作
内在乐东县注册成立法人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
公司与乐东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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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在乐东县成
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50%。（三）安居型商品住房在一定年限内（即不符合上市交易条件
时），实行封闭式流转制度，每个家庭只能购买1次且只能购买1套。
达不到上市交易条件的安居型商品住房，封闭流转期间，确需转让
的，买受人须符合安居型商品住房购房条件。（四）自购房合同网签备
案之日起，履行承诺购房后在本县本系统基层服务不少于5年，且累
计在本省缴纳15年及以上个税和社保的，可以上市交易。购房人在
购房合同网签备案之前已在本系统基层服务的年限，可以相应扣抵
应缴个税和社保的年限，扣抵年限最多不超过10年。（五）如不按批准
的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及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约定的，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七、风
险提示：（一）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它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易操
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境。网
上竞买申请、资格审核程序按网上交易系统预先设定的程序运行，
竞买人应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熟悉网上交易的操作流程、
方法。由于操作不熟练引起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二）竞买人
持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相关操作，系统注册及
证书办理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用户
手册》。竞买人应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
统实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竞买人自身行为或法定代表人合法授权
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三）竞买人应当仔
细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网上交易活动。竞买申
请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
信息和使用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
异议并完全接受。（四）因竞买人使用的计算机遭遇网络堵塞、病毒
入侵、硬件故障或者损毁、遗失数字证书，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等原
因，导致不能正常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或进行申请的，其后果由竞买
人自行承担。（五）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生法律
效力，不可撤回。竞买人未出席挂牌现场会的，视为自动放弃挂牌
交易线下竞价，且不影响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八、咨询方式：（一）
交易业务咨询。联 系 人：林先生 黄女士；联系电话：0898-
85531814 13807653966；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办理地
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三亚市
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咨询电话：0898-66668096；证书驱动
下载网址：www.hndca.com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9月26日

乐自然资公告（2021）29号

宗地
编号

乐东县Ln2010-
15-1号

其他规划控制条件：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安居型商品住房用地，需配建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菜市场或生鲜超市）

土地面积
（m2）

49154.11

地块
位置

抱由镇江北片区
沿江北路北侧

使用
年限

70年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安居型商品住房用地）

建筑
密度

≤25%

容积率

1.0<容积
率≤2.0

绿地率

≥40%

限高
（米）

45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0500

挂牌出让
起始价(万元)

105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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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按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有关规定，该地块设定出让指标，具体如下：

地块名称

乐东县Ln2010-15-1号
其他准入条件：

拟建项目所属产业

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

投资强度（万元/亩）

不低于250

年度产值（万元/亩）

/

年度税收（万元/亩）

/

达产年限（年）

2

新华社北京 9月 26 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了适应我国人口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形势，优化生育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根据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的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
定，国务院决定废止《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
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

例》3部行政法规。
当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已基本整合纳入妇幼保健服务体
系，有关服务项目纳入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不再需要保留《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
出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修
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去了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据此废止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当

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已实现，相关管理机制运
行有效，基本实现流动人口和当地
户籍人口的同服务、同管理，不再
需要保留《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条例》。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废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等3部法规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26日发表《新疆的人口发
展》白皮书。

白皮书介绍，人口是社会生活的
主体，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
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新疆经
济社会发展落后，人口规模小，人口素
质低，人均预期寿命短。1949年新中
国成立后，新疆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

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人口素质不断提
升，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今日新
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社会大局持续
稳定，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发展均
衡健康。

白皮书指出，新疆的人口发展，伴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经
历了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
生、低死亡、高增长，正在向低出生、低

死亡、低增长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
政策法规实施、婚育观念转变等多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符合世界人口
发展的普遍规律。

白皮书还指出，随着新疆社会稳
定红利的持续释放，未来一个时期，新
疆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将保持稳
步增长，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人口素质
不断提高，人口流动趋于活跃。

白皮书强调，新疆人口的发展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工业化、
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是过去任何一个
历史时期无法比拟的，也是任何尊重
事实的人士都不会否认的。境外反华
势力编造所谓新疆“种族灭绝”的欺世
谎言，企图蒙蔽国际社会，误导国际舆
论，阻遏中国发展进步，这种用心险恶
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国新办发表《新疆的人口发展》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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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9月26日电（记者关
俏俏 林光耀）《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1》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
蓝皮书26日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
会乌镇峰会上发布。《中国互联网发展
报告2021》指出，2020年中国数字经
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
达38.6%，保持9.7%的高位增长速度，
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显
示，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
亿元，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向全球高端产业链迈进；产业数字化
进程持续加快，规模达到 31.7 万亿
元，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不
断提升。

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到37.21万亿元，同比增长4.5%；电子
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5.45

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同时，数
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新增市场主
体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
位，成为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
的重要渠道。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指
出，数字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
重要选择。世界各国加快新型基础设
施布局，以5G、人工智能、物联网、工
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
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
的新动能。

蓝皮书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牵
头编写，系统全面客观反映了一年来
中国和世界互联网发展情况，内容涵
盖国内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
术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网络空间国际
治理和交流合作等重点领域。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
新华社杭州9月26日电（记者

余俊杰 王俊禄）2021年世界互联网
大会乌镇峰会26日在浙江省桐乡市
乌镇开幕，来自一些国家政府、国际组
织、行业机构、中外互联网企业、高校
智库、科研机构的2000多名代表，以
线下和线上等形式，共同围绕“迈向数
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展开交流。

据悉，本次大会20个分论坛将
围绕5G、人工智能、开源生态、下一
代互联网、数据与算法等网络技术新
趋势、新热点设置议题，回应各方对
数据治理、网络法治、互联网企业社
会责任、全球抗疫与国际传播等方面
的普遍关切。

此外，大会期间举办的世界互联
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将有15项左
右顶级互联网科技成果亮相；“互联

网之光”博览会吸引了300余家中外
企业积极参与，展示人工智能、大数
据、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产
品；“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继续
以创新创业竞赛形式，探索互联网发
展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今年大会首次推出“携手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发布展
示，并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1》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1》蓝皮书。

大会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会期为
9月26日至28日。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聚焦数字文明

9月26日，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乌镇开幕。新华社发

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
日均流量预计4500万辆左右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记者叶昊鸣）今
年“十一”国庆假期长达7天，旅游和探亲也在逐
渐“升温”。假日期间全国出行车辆多不多？在
26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新闻发
言人孙文剑表示，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
路日均流量4500万辆左右，比2019年同期增长
5%左右。

“从区域来看，假期首日出程高峰突出，后期
返程时间相对分散，预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成渝等地区出行比较集中，大中城市进出城的收
费站、高速公路路段、城市机场高速路和通往热门
景区的公路局部路段等易发生拥堵和缓行。”孙文
剑说。

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将对
25家金融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经党中央批准，十
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将对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
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
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等25家金融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
巡视。

四川天全县山洪灾害
致12人失联2人死亡

新华社成都9月26日电（记者张海磊、康锦
谦）记者从四川省雅安市应急管理局获悉，9月26
日凌晨，暴雨诱发堵溃型山洪灾害，造成雅安市天
全县喇叭河镇锅浪跷水电站库区淹没复建公路工
程二标段，导致62人被困。经全力救援，截至26
日17时，48名群众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灾害已致
2人死亡，12人失联。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进
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