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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1-06号宗地净地出让
条件的证明》，该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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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用地位于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投资
强度设定为不低于3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350万元/亩，年度税
收不低于30万元/亩，直接带动就业不低于300人，项目的投资总额不
低于8亿元人民币。竞得人在项目建成投产前，不得以转让、出租等任
何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该宗地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或单体超
过2万平方米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总建筑面积指包括配套、附属设
施以及地上、地下在内的所有建筑面积之和），装配率不低于50%。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请，不
接受联合申请。境外法人和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
的，应当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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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申
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
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
港地区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
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
执行。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
当事人；（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
时改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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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占地、违
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用地意向单位在参与土地竞买前，须
先对接陵水黎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向陵水黎族自治
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出具承诺函，承诺充分了解和知悉《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全部内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完成项目投
资强度、年度产值、税收等对赌指标。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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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挂牌出让文件。有
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09月29日至2021年10月26日到海南省陵水
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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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和领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09月29日09时00分至2021年10月
26日12时00分到海南省陵水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
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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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
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26日12时00
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陵水
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1年10月26日17时00分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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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宗地挂牌时间
为：2021年10月19日09时00分至2021年10月29日15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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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四）竞得人
应当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30日内与陵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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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陵水黎族自治县
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五）本次挂牌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六）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
京时间；（七）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人：麦女士 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

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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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矿业权交易）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
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账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账
号：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
支行，银行账号：21-840001040018030（四）陵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营业部，银行账号：1007019400000145（五）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陵水支行，银行账号：6001276700012（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陵水新建路支行，银行账号：2201007729200023924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29日

陵自然资告字〔2021〕15号

宗地编号

2021-06号

宗地位置

英州镇

宗地面积
(平方米)
55714

宗地
用途

科研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0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米）
60

出让年期
（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400

起始价
（元/平方米）

792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主题展馆展陈
创意设计方案征集时间调整公告

为保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主题展馆展陈创意设计方

案完成效果，给参与者留出更加充裕的时间进行创意设计，

经研究决定，对方案征集时间作适当调整，由原截止时间9

月30日17点延长至10月8日17点（邮寄作品以签收时间

为准）。

特此公告！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29日

公开招租信息
现有儋州汽车站一二层房产建筑面积约3228平

方米（一层建筑面积1113平方米、二层建筑面积2115

平方米）对外公开招租。欢迎意向承租单位咨询、报

名竞租。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0月11日17:30。

报名及获取招租文件地址：儋州汽车站三楼综合

部（接待时间为工作日上班时间）。

联 系 人：陈先生，电话：18689636310。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0日

公开招租信息
现有海口汽车客运总站一层房产建筑面积约

1629平方米对外公开招租。欢迎意向承租单位咨询、

报名竞租。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0月11日17:30。

报名及获取招租文件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迎宾大道5号汽车总站综合办（接待时间为工作日上

班时间）。

联 系 人：陈先生，电话：13078919750。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0日

受委托，定于2021年11月1日10:00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按现状公开拍卖：1、杨昌武位于琼海市长
坡镇长兴街3520.4平方米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国用
（2007）第0530号）及建筑面积为229.50平方米房地产（《房屋所有
权证》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16003号）。参考价：504.41万元；竞买
保证金：100万元。2、欧鹏昌位于琼海市长坡镇农贸市场1152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产权证号为：琼（2017）琼海市不动产权第0009349
号）。参考价：153.09万元；竞买保证金：35万元。特别说明：1、竞买
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
2、涉案财产产权变更过户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土地出让金及拖欠的
物管费、水电费等买卖双方各自承担；3、标的2产权证需先办证至杨
昌武名下，产权变更过户所涉及的所有费用均由委托人承担；再由
杨昌武过户至买受人，产权变更过户所涉及的费用买卖双方按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10月29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0月29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
方式汇入我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
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0898-68555961 18907696160 陈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0930-2期）

二、竞买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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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相关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
照》。（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1、凡在海
南省范围内有严重违反土地出让合同、闲置土地、拖欠地价或有其
他不良记录的，及与其有参股、控股、投资关系的法人及其他组
织。2、失信被执行人。（三）地块产业准入条件：低碳制造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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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至
2021年10月29日到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3102
地块D19栋三层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
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9月30日至2021年10月29日
到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西苑路横沟二街3102地块D19栋三层或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29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
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10月
29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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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厅进行, 地块挂牌时间为2021年10月18日8时30分至2021
年11月2日15时30分止。七、开发建设要求：1、竞得人须严格按
照该地块的规划要求、产业类型及用地控制指标开发建设。2、本
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
状交地后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3、竞得人
应按《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要求，须按投资强
度不得低于每亩120万元、年度产值不低于每亩120万元和年度
税收不低于每亩10万元的标准进行开发建设，准入、其他条件不
作具体要求。4、装配式建造要求：社会投资项目的总建筑面积10
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商品住宅项目和2020年及以后取得工 程规

划许可证的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或单体超过2万平方米的
新建社会投资公共建筑，具备条件的应采用装配式建造，装配式建
筑项目原则上应采用工程总承包（EPC）模式。八、其他需要公告
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
申请。2、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3、竞得人须严格按照该
地块的规划要求、产业类型开发建设。4、出让地块为政府储备地，
权属 清晰，无争议。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完
成，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地块不在疑似
污染地块范围内。地块周边已通水、通电、通路，具备动工开发必
需的条件。综上，该地块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5、竞得人当场与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成交确认书》，竞买保证
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定金为成交价款的20%。6、
自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竞得人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需与海南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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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
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由海南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土地使用权人履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的执行情况。7、土地出让成交价款的支付方式：
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执行。8、按正常工作时
间（上午8:00-12:00，下午14:0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
节假日除外。9、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
为准。10、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昌江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组成部分。11、
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九、查询网址：http://www.
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
hainan.gov.cn。十、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26630913、
18976767729 联系人：李先生、孙小姐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30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昌自然资告字〔2021〕146号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叉河组团三
纵路东侧，地块编号叉河镇2019-002号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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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建筑高度（米）
起始价

叉河镇2019-002号地块
50年
≤20
≤24
722万元

土地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停车位配建标准
加价幅度

20000.00平方米
工业用地
≥0.8
0.2个车位/100m2建筑面积
1万元及其整数倍

土地位置
规划用地性质
建筑系数(%)

竞买保证金

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叉河组团三纵路东侧
工业用地（M2）
≥30
722万元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
振兴靠人才”，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并提出了明确目
标、作出了重要部署。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
展。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
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中国要能
够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
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正是要全面聚集人才，着力夯
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加快建立人才资源

竞争优势，为我们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汇聚磅礴力量。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顶层设计
和战略谋划。习近平总书记着眼 2025
年、2030年、2035年三个重要时间节点，
提出了明确的建设目标：到 2025 年，全
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长，科技创新
主力军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顶尖科
学家集聚水平明显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能力不断增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

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到 2030 年，适应高质
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创新
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对世界优
秀人才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在主要科技
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
域有一批开拓者；到 2035 年，形成我国
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
前列。这三个重要时间节点的目标，为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确立了“时间表”“路线图”，对于实现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 2035 年我
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人才强国
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需要进行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些高层
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也要着力建设吸
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开展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集中国家优质资源重

点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和新型研发
机构，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为人才提供
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
和雁阵格局。”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上有突破，实行更加积极、
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营造有
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构建有效的引
才用才机制，一步一个脚印做好相关工
作，我们一定能构筑集聚全球优秀人才的
科研创新高地，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的良

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
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创新之道，唯
在得人。现在，我国正处于政治最稳定、
经济最繁荣、创新最活跃的时期，党的坚
强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
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现重大
突破，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高技术
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应用研究引领产业
向中高端迈进，为我们加快建设世界重
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创造了有利条
件。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让各
类人才各得其所，让各路高贤大展其长，

“中国号”巨轮就一定能向着科技强国不
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
进，向着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前进！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记者史竞
男）为更好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对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图
书的阅读需求，近期“新时代 新经典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重点数字图书专栏”新增上线一
批重点数字图书。

新增上线的重点数字图书共48种，分
别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外文出
版社等11家出版单位出版，涵盖习近平

总书记著作、讲话单行本，以及论述摘编、
学习纲要、思想研究、学习案例体会、描写
习近平总书记工作生活经历的作品等。

据介绍，该专栏设立以来，持续扩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网络空间的覆盖面、影响力。截至目前，
专栏共收入重点数字读物220种，累计
点击阅读量超过3亿人次。此次专栏更
新，适应数字阅读新趋势，进一步丰富专
栏内容，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更便捷获取

相关线上学习资源，持续推动形成网上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浓厚氛围。

设立专栏的16家网络传播平台为：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新华书店网上商

城、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中国大学
生在线、咪咕阅读、掌阅、文轩网、QQ阅
读、微信读书、中文在线、中图易阅通、博
库网、京东读书、天翼阅读、“学习强军”
平台、中国军网。

新一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重点数字图书上线传播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
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振奋精神、
砥砺前行，不畏艰难、开拓创新，为加快
建设人才强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
统综合研究设施（CRAFT）”园区工程初
步落成，即将成为科研工作者的“新
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
涛正带领团队，在这里开展科研设备安
装、学术平台建设等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
奋斗目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关

键。’CRAFT等大科学装置作为人才高
地，聚集着大量的基础研究人员、工程科
技人才。”宋云涛表示，中科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将努力
培养更多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为加快建
设人才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建设人才强国，离不开政策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
理念新战略新举措，不断开创新时代人
才工作新局面。

“总书记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
念新战略新举措系统概括为‘八个坚
持’，这既是对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我
们未来进一步做好人才工作的根本遵

循。”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副主
任刘哲昕教授说。

刘哲昕表示，“八个坚持”是对我国
人才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不仅
要始终坚持，更要不断丰富发展。从中
也折射出党和国家对人才的强烈渴望以
及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双轮驱动、两
翼齐飞的美好期待。

队伍建设是人才工作的中心环节，加
快培养造就青年人才是其中的重要任务。

“80后”医学博士向天新来自南昌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曾作为江西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高级别专家组
成员奋战在抗疫一线。

“总书记对青年人才寄予厚望，强调
‘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
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
大梁、当主角’，我们深感使命在肩、责任
重大。”向天新说，作为青年人，要主动担
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越是急难险
重，越要冲锋在前，发挥青年的锐气和担
当，为人民生命健康筑起坚实屏障。

人才工作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
长远。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重要战略部署——加快建设
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不久前，《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为前海

这个“特区中的特区”更上层楼，擘画了
崭新前景。“聚焦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
以2025年、2030年、2035年为时间节
点，指明了战略目标，提出可以在北京、
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
地的战略布局。”前海合作区党工委副书
记黄晓鹏表示，前海将加快构建国际人
才引进、评价、激励机制，推进构建深港
人才共同体，携手参与全球人才竞争，为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贡献前海力量。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
许强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北

京将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开展中关
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在人才培养、科技
成果转化、便利海外人才来京创新创业等
方面进行制度性创新，围绕智能制造、大健
康和绿色智慧能源领域，构建新的万亿级
产业集群，以科技向善的理念，为促进全球
科技创新交流合作作出新的贡献。

推动人才工作落地见效，重在把准
方向、精准施策。

在科教资源重镇西安，如何更好发
挥本地人才资源作用、提升“产才融合”，
当地有关部门一直在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关于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高校特别
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
才主力军作用等方面的重要论述，为西
安深化校地合作，推进‘产才融合’指明
了工作方向。”西安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
长、市委人才办主任连智说。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奋发有为 为建设人才强国贡献智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