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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版图上，东北举足轻重——
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
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
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关乎国家发展大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来到东北考察，下农田、进车间、到厂
矿、访民居……足迹踏遍白山黑水；多次
在全国两会期间专门到东北三省代表团
参加审议，共商振兴大业；多次召开会议
研究东北振兴之策，为东北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指明了方向，作出了全面部署。

情系黑土地，殷殷关切意。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东北以滚石上山的韧劲爬坡过坎、迎难
而上。如今的黑土地，正日益成为改革
的热土、开放的厚土、发展的沃土，焕发
出崭新气象。

牵住营商环境这个“牛鼻子”

168 个项目，签约额近 2700 亿元
——刚刚落幕的“辽洽会”交出了一张亮
眼的成绩单。来自欧美日韩等25个国
家和地区的260家重点企业纷纷来到辽
宁“淘金寻宝”。

不仅是辽宁。今年6月召开的“亚
布力之夜——黑龙江省投资合作交流大
会”，签约额超千亿元。9月长春举办的
第十三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签约总
投资1900多亿元。

早在2014年，东北经济增速出现明
显回落，引发广泛关注。营商环境之弊
曾是东北振兴之痛，坊间流传的“投资不
过山海关”可见一斑。

东北振兴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擘画新时代
东北振兴新蓝图，东北振兴迈上了新的
历史起点。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
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强调，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

考察时强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东北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由此得到
廓清：东北振兴，不是仅靠上几个大项目就
能实现的。要想重振雄风必须重塑环境！

东北全新出发，牢记总书记嘱托，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突破口倒逼改革加
速度。

——办事不求人，用好“法”的力
量。东北三省相继实施规范营商环境省
级法规，辽宁还专门成立了监督机构，保
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这些都为企业办
事开好了“正门”，堵住了“旁门”。

——审批少见面，做好“简”的文
章。辽宁推行“一网通办”达100%，多地
开展不见面审批改革试点；吉林推广市
场主体准入“e窗通”服务，民营企业开办
可全类型、全区域、全流程电子化办理。

——最多跑一次，抓好“快”的服
务。吉林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
日以内；黑龙江积极探索“办照即经营”

“准入即准营”等改革措施……
今年上半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

省 经 济 增 速 分 别 为 9.9% 、10.7% 、
10.3%，形成了稳中加固的发展势头。

“营商环境过了关，投资就能跨过山
海关。”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表
示，近年来，东北营商环境的改善看得见
摸得着，对投资者越来越有吸引力。

以新动力展现新气象

东北经济如何焕发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东北等老

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不能再唱“工业一柱
擎天，结构单一”的“二人转”。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
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

座谈会时强调，要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
做实、做强、做优，坚持凤凰涅槃、腾笼换
鸟，积极扶持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尽快形
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
发展格局。

摆脱“二人转”，奏响“交响乐”。东
北经济正发生着一次涅槃之变。

——向创新要动力。
10月16日，辽宁阜新的嘉寓光能科

技（阜新）有限公司，4万平方米的车间
热火朝天，其拳头产品“双真空太阳集热
管”正在加紧生产。

“这款产品供不应求，订单已排到明
年9月。”公司总经理葛小磊说，“我们手
握大批专利。有了金刚钻不怕揽不到瓷
器活儿。”

近年来，一批像嘉寓这样的创新型
“新苗”，在东北悄然改变着产业结构。今

年上半年，东北三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超1.1万户，科技型中小企业超1.3万户。

——向改革要活力。
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

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国有企业要“借东风”，激发内
生动力，在竞争中增强实力。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
北国企改革按下了“快进键”。

敢于啃硬骨头，处理历史包袱。以鞍
钢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国企，解决了沉积多
年的“大集体问题”，卸下了沉重包袱，让企
业脱下“棉袄”在市场海洋里游泳。

敢于涉险滩，实施战略重组。招商
局集团入主辽宁港口、中国通用集团接
盘沈阳机床、鞍钢本钢两大钢企重组，

“央地混改”模式蹚出了一条新路。
敢于闯难关，力推三项制度改革。以

中国一重、哈电集团为代表的一批大国重
器狠抓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不仅实
现了节本增效，还大大激发了内生动力。

改革添活力，老树开新枝。今年以
来，东北一批老牌企业效益连创佳绩。
上半年，鞍钢集团盈利突破200亿元，一
汽解放净利润同比增长52%；1至9月中
国一重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8.1%。

——向开放要合力。
从20世纪90年代就落户辽宁的松

下电器，目前在辽宁已有11家企业，员
工有1万多人，产值超过100亿元。

“东北振兴是中国的重大战略，我们
在这里投资很有信心。”松下电器中国东
北亚公司副总裁赵炳弟说。

奏响振兴交响乐，开放至关重要。
东北发挥区位优势，深耕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

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三届中国—东北
亚博览会上，东北亚国家商品展区里，共
设置了160个展位，其中韩国60个、日
本54个、俄罗斯34个、蒙古国12个，各
国客商纷纷抢抓东北商机。

绿色发展塑造新优势

秋日查干湖，天高云淡，烟波浩渺。
59岁的鱼把头张文看水流、找鱼

花、观风向，寻找着下网点。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查

干湖，希望乡亲们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
字招牌”，让生活“年年有鱼”。

“现在查干湖水更清了、鱼更肥了、
人更富了。真想让总书记再来看看。”张
文笑着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
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
也是振兴东北的一个优势。要把保护生

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
如今，黑土地上已结出生态发展的

累累硕果：
——水更清。
辽宁营口大辽河入海口，4000多亩

的永远角湿地芦苇摇曳，海鸥翔集。谁
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垃圾山”。

经过多年治理，作为东北母亲河之
一的辽河，流域水质优良率已达到良好
水平，水质排名首次进入全国七大流域

“前三甲”。
——天更蓝。
秋收时节，在辽宁省昌图县东兴村，

村民们一边收获玉米，一边打包秸秆。“原
来秸秆一烧了之，现在成了紧俏货，一大包
少说赚20元。”村党总支书记吴艳良说。

东兴村是东北推行秸秆综合利用的
缩影。东北全力打响蓝天保卫战，开展秸
秆综合利用，淘汰落后锅炉，目前东北三省
全年空气优良天数占比均超过85%。

——山更绿。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个横跨吉林

和黑龙江两省、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的
公园，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的数量已攀
升至50只和60只，打破了外界关于“野
生东北虎将在中国绝迹”的预言。

大小兴安岭全面落实停伐，大兴安
岭地区森林覆盖率已达84.89%，森林抚
育、补植补造、人工造林达178.4万公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充分利用东北地区的独特资源和优势，
推进寒地冰雪经济加快发展。

用足资源，转化优势，冰雪经济正逢
其时。

北京冬奥会临近，拥有独特冰雪资
源的东北迎来新机遇。雪乡、冰雪大世
界、“北极”漠河、“东极”抚远，正吸引四
面八方游客。

激流勇进，风帆正劲。新时代东北振
兴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实现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还有不少“娄山关”要闯，“腊子
口”要过。东北唯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才能不负重托，谱写黑土地上的新传奇。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牛
纪伟 徐扬 邹明仲）

风好帆悬开新局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谱写新篇章

这是6月23日拍摄的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四
排村赫哲风情园。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时代答卷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综合楼项目位于海口市海府路11号。建设单位根据工作
及经营需求，拟在综合楼加装一部室外电梯。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0月26日至11月08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cs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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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jcs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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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华综合楼项目加装电梯规划审批的公示启事

珈宝广场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长流起步区，项目于2014
年12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绿地、地上停车位布
局；商业裙房首层商业出入口取消自动扶梯，二至四层取消自动扶
梯及防火卷帘，调整为商铺，五层北侧健身房与南侧办公用房位置
互调，取消泳池外挑部分，优化屋顶绿化；1#办公楼8层至屋顶层东、
西面铝板外墙调整为玻璃幕墙。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
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0月
26日至11月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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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gjcs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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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0月2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珈宝广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11月10日 10:00对以下房地产进
行公开拍卖：1、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四东路中兴小区（现为希克
西路8号九龙花园别墅）A幢201房（建筑面积359.98m2，土地使用
面积246.17m2）；2、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四东路中兴小区（现为希
克西路8号九龙花园别墅）A幢102房（建筑面积359.98m2，土地使用
面积246.17m2）。参考价：396万元/幢，竞买保证金：50万元/幢。现
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18号华茗精
选酒店四楼嘉木厅；2、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1月9 日；3、
收取竞买保证金及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11月9日17:00止；4、特别
说明：标的物按现状拍卖，过户时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
各自承担。有意竞买者请来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联系电
话：66531951 、13307577713（林先生），13876755188（谭先生），办
公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八楼 。

（第20211110期）

海口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自组建以来，海口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紧紧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目标，稳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打通了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为退役军人提供了全功能、立体化的服务，
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

电话：66775306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国贸三横路10号

详 情 请 扫 码多措并举 稳步推进体系建设
退役军人服务工作基础牢固成效明显

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
中征缴期为2021年9月1日至12月31
日，个人缴费标准为320
元/人。（详情请扫码查看）

电 话 ：0898 — 12366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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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拥有对大印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中服进出口有限公司、海南农垦华侨

经济实业开发公司的3户债权。截至2021年5月21日，债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注：计算截止日后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依据相关合同、
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规定等计算，具体数额以相关合同、协
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规定等为准。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债务
人）应支付给我司的收益、费用等随主债权一并转让。拟处置债权所
对应抵质押资产情况以现状为准。债权项下查封物等详细信息可登
录华融网查看：http://www.chamc.com.cn/。处置方式：按照财政
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方式
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为挂牌转让、公开竞价、拍卖等公开方式，
现予以公告。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分期付款，首期付
款比例不低于成交价的30%）。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且交易资金来
源合法，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全款付清后权利移交买受
人。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企业

法人或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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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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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者信誉好，需按我司规定的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资产存
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自2021年
10月26日起至11月22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
咨询。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0898-66746602；郑
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34699。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电话：0898-66734669。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传
真：0898-667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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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

大印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中服进出口有限公司
海南农垦华侨经济实业开发公司

担保人
1.海南大印保税物流有限公司；2.海南龙盘园农业投资有限公司；3.
海南大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大棒集团有限公司；5.王棒；6.彭松
琴；7.王鹏；8.梁丹；9.王雅琪；10.原泉；11.王彩叶；12.王清。
1.王强、张国华；2.张淑英、王永达。
海南大通房地产总公司

本金

124,211,493.49

0.00
3,910,493.95

128,121,987.44

欠息（含复利）

125,471,613.07

522,271.23
22,773,223.67

148,767,107.97

总计

249,683,106.56

522,271.23
26,683,717.62

276,889,09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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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安科技新城B041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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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17-4地块，土地总面积为11445.68平方米（合
17.17亩），土地用途为科研工业混合用地（其中科研用地60%，工业用
地40%），使用年限均为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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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根据高新区
管委会《关于提供美安科技新城B0417-4地块规划条件的函》（海高
新函〔2021〕418号），用地位于秀英区美安科技新城B0417-4地块，
用地性质为教育科研/一类工业用地（A35/M1），容积率≤2.5，建筑系
数≤35%，绿地率≥20%，建筑限高≤80 米。用地比例采取弹性管控，
主导比例不低于60%，该地块用地占比为教育科研用地60%，一类工
业用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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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
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
文件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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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350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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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35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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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30日9:00至2021年1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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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16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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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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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金为成交价的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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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发展消费品研发与制造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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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万元/亩进行投资建设。项目投产后5年内（自投产
次年起）累计工业总产值（或营收）不低于7亿元（年亩均产值或营收
不低于815万元/亩）。项目投产后5年内（自投产次年起）累计纳税不
低于6900万元（年亩均纳税额不低于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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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浇筑为准），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后24
个月内实现项目投产（有产品下线，经营收入为准）。（七）为打造生态
文明园区，建设清洁能源城市，项目须采取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或其他综合能源管理等节能环保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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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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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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