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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没资产拍卖公告
辽宁金茂拍卖有限公司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30日9:30在

中拍平台（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下列罚没房产：

展示时间和地点：2021年12月20日至27日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报名时间和地点：2021年12月28、29日15:00止（以保证金实
际到账为准）；鞍山日报、中拍网、抖音同步发布、0412-2216018。

序号

1

2

3

4

5

6

拍品

5#别墅和家电

6#别墅和家电

8#别墅和家电

50#别墅和家电

52#别墅和家电

棕榈树

地址

海南省碧桂园珊瑚宫
殿三期映月湾五六街

海南省碧桂园珊瑚宫
殿四期朗月湾二街

映月湾五街

建筑面积m2

90.22

90.22

90.22

102.78

102.78

实际面积约m2

270

270

270

204

204

起拍价（万元）

371.7927

371.66472

371.79171

445.6755

445.54212

0.2529

保证金

50万元

500元

关于解除协议的通知
刘红玉，身份证号：460006****062X：

你我双方于2021年7月16日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及2021年
7月17日签订《补充合同》，你方承租我司位于海口市海秀路112
号第东20铺面。根据上述协议约定，你应每月19日前向我司支
付租金及相关费用，但你至今为止还欠我司2021年9月、10月、11
月份的租金及相关费用，我司于2021年11月10日通过EMS邮
寄《催款通知》给你，但你置之不理。根据协议约定现特通知你方：
1、因你已根本违约，现解除你我双方2021年7月16日签订的（编
号：NO:20210716）《房屋租赁协议》及2021年7月17日签订的
《补充合同》。2、请你依据协议约定,将拖欠的租金及违约金等相
关费用支付给我司。3、限你方3天内将协议标的房屋交还我司，
否则一切责任由你承担。包括但不限于逾期租金及利息违约金，
因解约造成的预期租金收入，因司法程序所需的诉讼费、公证费、
送达费、律师费等。特此通知。

海南春来早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30日

长影环球100宝龙城Z-10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椰海大
道与长滨路交汇处，项目2019年3月批建。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小
区道路园林、车位布局、地下室墙体及设备用房、建筑单体平面、外
立面造型等内容。方案调整后，各项规划保持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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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1日至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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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0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长影环球100宝龙城Z-10地块项目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美丽沙项目1303地块位于海口市海甸岛西北部，项目于
2016年5月通过规划许可，变更内容为：坐标更正，增加物业用房。经
审查，变更方案不涉及容积率等规划指标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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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1日至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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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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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0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美丽沙项目1303地块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一、商铺概况：文城就业饮食一条街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椰
乡路南侧，本次整体招租6#地块1#楼和2#楼商铺，面积6858.85m2

（其中6#地块1#楼一层商铺面积为1076.28m2、二层商铺面积为
1017.93m2；6#地块2#楼一层商铺面积为1359.05m2、二层商铺面积
为 1351.51m2，三层商铺面积为 1241.62m2，四层商铺面积为
812.46m2）。

二、招租要求：1、商铺现状招租，商业功能具体定位及业态要求
为餐饮、主题酒店及酒店相关的配套行业。2、招租方式：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现场竞价方式租赁，价高者得。3、招租
底价：6#地块1#楼一层商铺租金为45元/m2、二层商铺租金为25元/m2；
6#地块2#楼一层商铺租金为40元/m2、二层商铺租金为20元/m2，
三层商铺租金为15元/m2，四层商铺租金为10元/m2。每2年按5%
的增长率单利递增计算。4、租赁年限：10年。5、租金支付方式：按
季度预付，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计算租期。

三、报名要求：1、报名准备材料：报名者需提供合法的身份证明
（企业单位竞租人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
复印件；个人竞租人需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本次招租不接受联
合体竞买，需现场报名，不接受电话、口头等报名。2、报名参加竞租
者需在规定时间缴纳竞价保证金20万元汇入我司账户（账户：文昌
文汇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文昌支行，账
号：2201025109200742661）。3、中标者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竞
租保证金转为租赁押金，15个工作日内签订租赁合同；如中标者逾
期未签租赁合同，视为弃权，保证金不予退还；未中标者保证金竞租
结束7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1、报名时间：2021年12月1日至2021年
12月9日。2、报名地点：文昌市文城镇庆龄西横路杏林花园办公楼
二楼。3、联系方式：陈女士，联系电话：63221330。

文昌文汇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日

文昌市文城就业饮食一条街6#地块
1#楼和2#楼商铺招租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现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设计人员1名，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

一、岗位要求

岗位职责：负责会展活动的场地平面图、3D创意设计工作。

任职条件：本科以上学历，平面设计、美术等相关专业，有

一定审美能力，能熟练运用Photoshop、Coreldraw、ai等设

计软件。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无色盲色弱，身心健康，符合

国家公务员录用健康体检标准和招聘岗位职业健康规范标

准。工作主动热情，有恒心和责任心，逻辑性强，注重细节，善

于与他人合作。

二、报名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作品及相关证书、证件等发邮件至

125215509@qq.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

院校）。截止时间2021年12月10日。

三、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审批及签约等程序，择优

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全媒体运营中心综合管理部

联系电话：凌女士 0898-66810797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招聘公告

根据工作要求，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B-1-38地块规划修改工作。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
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
按要求补充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1年12月01日至2021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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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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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编
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3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1-38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因公司发展战略需要，自2021年11月22日起撤销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定安县支公司第二营销服务部（保险机构编码
000005469021003）、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安县支公司龙
河镇营销服务部（保险机构编码L10014DADHE）。

公司将本着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依法妥善处理营销服务部撤销后的相关善后事宜，确保后续服务工
作到位。原营销服务部的新老业务、交费、保全、理赔、咨询等后续
服务各项工作转入中国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定安县支公司。

联系电话：0898-63823957
客服热线：95519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1年12月1日

关于撤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安县
支公司第二营销服务部和龙河镇营销服务部的公告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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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一)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
的，需按照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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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
(二)具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行
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并未及时纠正的；2.在白沙黎族
自治县行政辖区内存在通过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建设用地的、竞
得土地后不及时签订成交确认书或出让合同的，或拖欠土地出让金且
未及时改正的；3.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
录等失信主体。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规定时间内到我局查询和购买《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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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参
加竞买。

四、申请人可于规定时间内到我局提交书面申请。经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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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31日16: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时间与地点（北京时间）：1.领取竞买手册及提交竞买申请时
间：2021年12月3日09:00—2021年12月31日16:00（逾期将不受
理竞买申请）；2.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1年12月31日16:00（以
到账为准）；3.挂牌时间：2021年12月21日09:00—2022年1月5日
15:00；4.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1月5日15:00；5.挂牌地点：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

六、开发建设要求：（一）申请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时，提交与白沙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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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需建设商业项目。（三）竞得人在
足额缴纳全部成交价款和相关税费后，依照规定程序办理用地和土地
登记手续。竞得者须从获得土地之日起半年内动工建设，宗地内整体
建设必须在三年内完成。（四）竞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批准的规划方案
进行建设。挂牌宗地出让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擅自更改规划和建
设条件。因非企业原因确需调整的，必须依据相关规定的公开的程序

进行，由开发建设单位提出申请调整规划建设条件而不按期开工的，
必须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按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五）该宗地若
实施装配式建筑，须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进行。（六）该宗地需按照
我省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管理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不得兴建“类住
宅”项目，不得采用住宅套型设计，套内建筑不得设置单独厨房、卫生
间、排水排烟等设施，具体按照《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
项目全过程管理的意见》（琼自然资规（2021）12号）执行。（七）旅馆用
地项目不动产不得分割销售。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由白沙
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新组织挂牌出让。(二)本次挂牌为上
述地块按现状挂牌，具体面积以产权主管部门实际测量为准，多不退，
少不补。(三)目前地块无附着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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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
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施工。(四)根据原省国土资源厅等
六部门印发的《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文件规定，控制
指标参照我县标准及实际情况，约定达产时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
低于7500万元人民币，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285.71万元/亩，达
产年限为3年，以上控制指标纳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
容。(五)合同签订和土地出让价款支付。土地出让成交后，应在20个
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
证金自动转为土地出让金。竞得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
地出让金。挂牌出让成交价款只含耕地占用税。

联系地址：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8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邢先生
联系电话：0898-27715862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1日

白自然资让告字〔2021〕10号

土地位置

白沙县邦
溪镇

规划备注：地块以酒店为主导功能，其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低于60%；以零售商业为次要功能，其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
高于40%。

地块编号

白沙县2018-
BSBX-03地块

土地面积
（m2）

17500.66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旅馆用地占60%，
零售商业用地占40%）

出让
年限

40
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5

建筑
密度

≤40%

绿地
率

≥30%

建筑
高度

≤20米

配建机
动车位

≥402个

起始价

1218 万元

竞买保证金

1218 万元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在中国和
塞浦路斯即将迎来建交50周年之际，国家
主席习近平11月30日同塞浦路斯总统阿
纳斯塔夏季斯通电话。两国元首高度评
价中塞建交50年来关系发展，一致决定将
中塞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塞建交50年来，成
功打造了大小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政
治上，两国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是相互信赖的朋友；经济上，两

国能源、电信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是共
建“一带一路”的伙伴；两国人文、教育、
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也日益密切。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双方相互支持，同舟共
济，中塞关系战略性日益凸显。中塞在
建交50周年之际正式宣布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这是两国顺应时代发展大势作
出的政治决策，必将为双边关系未来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

习近平就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塞关系

发展提出4点建议。第一，坚持平等相待
之道，相互尊重两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
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第二，推动互利合作走深走实，
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乐见更
多塞浦路斯优质农食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塞浦路斯绿色经
济、数字化转型、疫后复苏发展，欢迎塞方
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第三，维护中欧
关系正确发展方向。中欧是全面战略伙

伴，应该坚定合作大方向。中方愿同欧方
坦诚开展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希望塞方
推动欧盟同中方一道，确保中欧关系沿着
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第四，倡导公正
合理的国际秩序。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
价值，不是只有一种形态、一种标准，不能
由个别国家垄断性解读并强加于人。中
国愿同包括塞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维
护公平正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让各
国人民真正享受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

权利和自由。
阿纳斯塔夏季斯表示，塞中建交50

年来，双方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
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合作日益深
化，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是塞方至关重
要的伙伴和朋友。非常高兴今天我们通
电话后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
建立塞中战略伙伴关系，这对两国关系
具有里程碑意义。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

上的立场，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密切贸易、投资、人
文、旅游等各领域合作，推动塞中关系得
到更好发展。塞方赞赏中方在国际事务
中秉持公正立场，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
边沟通协作。塞方愿意积极促进欧盟同
中国加强对话与合作。

两国元首通电话后，双方发表《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国关于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习近平同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通电话

历史的进程有多么波澜壮阔，产生
的影响就有多么广阔深远。

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
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
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实现改革由
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
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通过改革开放，我国跃升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
代”，中华民族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
上迈出了决定性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
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
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
明的精神标识！

思想的解放，释放改变中
国的伟力

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
面雕塑，令人震撼——18位农民围着桌
子，准备在一张褶皱的薄纸片上依次按

下红手印。
这是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农民签订“大包干”契约，将土地承包到
户的情景。小岗村村民冒着风险，在包
干合同书上按下手印。四川、甘肃、云
南、广东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也放宽政策，
采取了类似做法。这些大胆尝试，揭开
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
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
人民开启了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
大变革。

思想桎梏被冲破，发展动力空前释
放——

伴随着“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是
“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全国第一张
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第一个专业市场，“温
州模式”成为令人振奋的活力样本；从阡
陌农田到全球金融机构的汇聚地，浦东开
发开放成就了举世瞩目的城市地标……
条条框框被打破，新的事物纷纷涌现。改
革开放，汇聚起改变中国的力量。

从风起小岗村到春雷动浦江，从潮

起海之南到雄安千年计，思想解放激活
了人民的精神伟力，中国共产党带领广
大人民，实现了改革开放的一次次跨越。

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
的大突破。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
“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敢于“大包干”
到敢砸“大锅饭”，从“摸着石头过河”“杀出
一条血路”到“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
滩”……我们党带领人民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
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冲破思想观念
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许多
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
性重构，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
成就。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也将解
放思想、锐意进取注入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血脉之中。

强大精神力量，激发亿万
人民砥砺奋进

让我们从一组数据，感受光阴的故
事——

197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仅占全球的
1.8%；如今，我国经济总量超100万亿元，
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7%；

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5元人
民币；如今，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大
关，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1978年，贫穷是大多数中国人共同
面对的难题；如今，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

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要素
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短缺到充裕，正是
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正是凭借改
革开放精神，我们党带领人民谱写了不懈
奋斗的恢宏诗篇。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汽
车产业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研发、配套、
创新等能力不断跃升，一批自主品牌快
速成长，实现产销全球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沿海到内陆，自由
贸易实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从“一
带一路”建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
扩大开放的每一个瞬间，都书写着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的故事……

奋发有为，把党和国家事
业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精神——这个40多年来
中华民族奋起腾飞的强大精神力量，也
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强大精神激励。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

国际国内形势，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
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文明建设被
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的是守护
好生态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完善科技
成果评价机制、加快简政放权……广大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
被激发；

聚焦医改、推动教育公平、落实就业
优先……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
党推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

疾步稳、纵深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用
“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及
时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不断推动全面深
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
果。在改革开放精神指引下，继续以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坚毅和勇气，将改革
开放进行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必将开拓更加广阔的天地！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伟大觉醒、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精神述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11月29
日，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
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
贺电。

习近平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

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全面公
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和
平共处，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共同发
展，符合巴以双方共同利益，符合地区稳
定的长远目标，符合所有爱好和平、主持

正义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期待。解决巴勒
斯坦问题必须坚持正确原则和方向。
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客观公正，倡导包
容互谅，以马德里和会30周年为契机，
为推动巴以双方基于“两国方案”重启

平等对话提供更多助力。与此同时，要
继续帮助巴勒斯坦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切实改善巴勒斯坦经济民生和人道
主义状况。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关注巴勒斯

坦问题，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
族合法权利正义事业。中国在巴勒斯坦
问题上将始终主持公道正义，积极劝和
促谈，继续向巴勒斯坦方面提供人道、发
展、抗疫等援助，支持联合国方面相关努

力。中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诚朋友。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
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促进巴
勒斯坦问题早日解决、实现中东地区持
久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