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届三亚国际文博会以“文化新动能，
聚力自贸港”为主题，活动内容丰富、亮点
纷呈，涵盖十大专题展、16项分会场活
动。在为期4天的展会中，陆续举办了“三
亚之夜”欢迎晚宴、国际高峰论坛、项目签
约推介会、网易知识盛典暨视频创作者大
会、文创设计大赛、“云上文博”直播间、“最
美阅读空间”评选等特色活动，搭建文化交
流大舞台。

黎族歌曲《欢迎你到黎寨来》悠扬婉
转，萨克斯演奏深情满满、韵味十足，少数
民族歌舞表演各具特色……在三亚国际文
博会展厅内，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演出，也展

示出三亚国际文博会文化创新的活力。
国内省（区）市将三亚国际文博会当

作推介当地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大好机
会。郑州馆以“山河祖国”为主题，向展会
观众们推介河南嵩山、黄河等大好河山，
结合“唐宫夜宴”元素设计的多种文创产
品销量喜人；青海馆内展出的1000余件
青绣、藏毯、唐卡、银铜器等民族手工艺品
和旅游商品整齐陈列，吸引了众多观众的
目光。

缅甸的岫玉玉雕、也门的手工琉璃灯、
津巴布韦的木雕、法国的葡萄酒、阿富汗展
台展出的耗时近6个月制作的纯手工地毯

……三亚国际文博会尽显国际范，各式各
样的展品让人目不暇接，观众可一站式领
略多国文化风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富
汗特色地毯，能在文博会领略多国的文化
和特色产品，非常惊喜。”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大二学生周淼说。

“海南一号”光学卫星模型、“奋斗者”
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模型、无土培植蔬菜
……走进三亚国际文博会科技文化展，仿
佛进入了一个充满科技元素的世界。科技
和展览的结合，让高科技、新技术更好地走
近大众，为三亚国际文博会增添科技文化
魅力。

搭建文化交流大舞台

成交金额累计1.53亿元，意向或落地三亚合作项目共19个，意向投资额达37.13亿元

三亚国际文博会以“文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12月27日，为期4天的2021

第六届三亚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以下简称三亚国际文博会）
落下帷幕。

本届三亚国际文博会上，有42
家各国驻华机构和在华外企、19个
国内省（区）市政府展团、9家国家
一级博物馆、多家文旅企业联袂参
展，展出近5万件文化精品，举办了
一系列精彩的文化表演活动，打造
国际文化交流大舞台，助力海南优
秀文化“走出去”，世界优秀文化
“请进来”，让“到三亚看多元文化”
成为新潮流。

各展区线上线下交易成交金
额累计1.53亿元，意向或落地三亚
合作项目共19个，意向投资额达
37.13亿元，参展企业下一届意向
预订率高达95%……从文化盛典
到文化产业平台，三亚国际文博会
正不断以“文化+”引领文化产业走
质量型、内涵式发展道路，为三亚
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三亚国际文博会是三亚乃至海南深化
对外交往与合作的一张“邀请函”、展示城
市美好形象的“明信片”，积极推动文化产
业交流，全力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三亚国际文博会开幕式上，三亚市
分别与白俄罗斯利达市、乌拉圭埃斯特角
城、格鲁吉亚巴统市签署了建立友好城市
关系意向书，进一步推动各方多领域合
作。可以看到，不断成长的三亚国际文博
会正继续彰显其开放性、国际化的显著特
色，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关注三亚、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三亚国际文博会不仅展品丰富，还吸
引一众互联网英才在此举行盛会。12月

25日下午，作为三亚国际文博会一大系列
活动——“眼界大开”网易知识盛典视频创
作者大会举行。此次大会聚集全网颇具代
表性的视频创作家和业内专家，围绕“眼界
大开”主题，从不同角度、行业出发，就创作
家价值等内容进行了探讨与分享。一场场
论坛，带来思想碰撞，同时通过与三亚国际
文博会的品牌联动，积极推动三亚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三亚国际文博会期间，包括三亚
市政府与网易集团、中国工艺艺术品交易
所与三亚琼州文化产业集团、盛宝金融科
技公司与海南文港国际传媒等在内，达成
签约的意向或落地合作项目共19个，累计

签约金额达37.13亿元。其中，网易集团
将把网易海南总部落户三亚，在三亚设立

“网易元宇宙基地”，建成后将成为集互联
网技术开发、数字化内容生产、数字化版权
运营和数字化产品输出为一体的国际化数
字新文创中心。

三亚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三亚国际文博会对激发三亚文化产业创新
活力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三亚文化的一
块“金字招牌”和海南一张靓丽的文化名
片。三亚借此平台积极搭建让三亚文化

“走出去”、世界文化“走进来”的桥梁，努力
把三亚文博会打造成新时代三亚文化交流
的重要窗口。 （撰文/惠玲 图片/武昊）

共谋文化产业新未来

作为已经举办6届的特色展会，三亚
国际文博会品牌效应和影响力逐渐凸显，
同时不断丰富展会内涵和形式，引领文化
消费新趋势。今年三亚国际文博会以文化
为支撑，以创意为灵魂，通过跨界融合等形
式，为观众呈现一场耳目一新的文化盛会。

用数字人民币感受“1元喝咖啡”的数
字消费，集赞开彩虹盲盒获取文创礼品或
景区门票……三亚文博会用诸多消费新玩
法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呈现流行的生活方式是本届三亚国际
文博会的亮点之一。在三亚旅文集团展
区，一顶帐篷和各式各样的露营用品受到
观众青睐。作为时下风靡的度假方式，火

热的“露营潮”推动相关产业急速升温，许
多公司也瞄准露营这一风口，如三亚国际
文博会参展企业之一的极玩地球团队重点
打造精品露营，带来“部落露营”产品。

今年三亚国际文博会还首次将“文化
金融”纳入展会，为逛展观众发放总金额近
百万元的数字人民币红包，可在文博会各
展区内已开通数字人民币消费功能的展馆
里及自助设备上进行消费抵扣。

拿起精巧的考古铲，小心翼翼地开始
铲土，随着土壤一点点剥离，再细细扫去
上面的浮尘，土里的“文物”也逐渐现出真
容……三星堆博物馆展馆内的一款考古
盲盒备受关注，观众纷纷动手挖土，现场

化身“考古专家”。河南博物院等推出的
考古盲盒，把多款“微缩文物”藏进土中，
复原考古流程的卖点，在年轻群体中备受
追捧。

和盲盒一样受年轻人喜爱的还有造型
各异的文创雪糕。首都博物馆空运而来的
文创雪糕就以镇馆之宝“伯矩鬲”为原型，
吸引了不少观众纷纷打卡。

在郑州馆，企业运用春节元素，以“小
年拜灶神”的灵感设计了一套厨房用具，让
浓浓的年味飘进厨房。据工作人员介绍，
文创产品中融合传统文化元素，既能迎合
当下消费热潮，还能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

引领文化消费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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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文博会上展出的精美工艺品。

三亚文博会上展出的特色服饰。

⬆ 观众被展区的特色文创产品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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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影海南“环球100”（一期）名人工作室项目位于粤海大道东
侧、南海大道南侧，项目已于2019年1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现根据项目土地所有权人申请，对项目性质及总平面图进行规
划变更。项目总用地面积129195.19m2，总建筑面积106144.47m2

（数据以最终批复为准），项目用地性质变更为娱乐康体（数据以最
终批复为准），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符合法定控规要求，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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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至2022年1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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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2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长影海南“环球100”（一期）名人工作室

项目建筑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二、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区内因
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注：失信
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
申请。（一）同一竞买人只能提交一次竞买报名（同一法定代表人
视为同一名竞买人，报名名称与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必须一
致）。（二）申请参加的竞买者须已阅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对于本宗土地约定的开工时间、投资、产出、税收
强度等相关内容的要求，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按照《竞买须知》
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

三、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根据产业规划，本次挂牌出让的
宗地主要用于乙烯下游产业项目（环氧乙烷下游衍生物项目）。
（二）参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琼国土资规
〔2018〕7号）文件确定的标准，拟建项目要求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
300万元/亩，产出指标不低于833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不低于
33万元/亩开发建设。（三）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
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3个月内动工，24个月内完成项目建
设。从出让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满两年不动工开发的，按
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闲置满两年的，报洋浦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项目设计施工
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有关管理规定。（四）本次
挂牌出让的宗地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开发建设。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价高且不低于底价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
册。申请人可于2021年12月29日至2022年1月27日到海南省洋
浦经济开发区洋浦迎宾大道洋浦大厦1420室洋浦经济开发区规
划建设土地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
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六、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月27日
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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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7日17时3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2年1月19日
8时30分至2022年1月29日15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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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9日
15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活动结束，竞买人竞得土
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由注册在洋浦的公司
于20个工作日内与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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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逾期未付清土地出
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后续应按法律、法规规定和洋浦经济发展局签订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二）出让宗地属存量国
有建设用地，四至界线清楚、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
上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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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
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三）
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迎宾大
道洋浦大厦1420室、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号窗口。联系人：翟先生、杨先生、安先生。联系电话：0898-
28829216、65303602、66825575。查询网址：www.landchina.
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
2021年12月29日

地块编号

2021-G-12

地块位置

洋浦经济开发区石
化功能区国投油储
项目东南侧，园二
路和浦四路西北侧

用地面积
（m2）

92587.46
(约138.88亩）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5（建筑层高超过8米的，在计算容积率时该
层建筑面积加倍计算），建筑系数≥30%，12%≤绿地率≤20%，生产性配套设施根据相应的工艺生产要求及
行业标准进行高度控制，非生产性配套设施高度≤40
米，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7%。

出让年限
（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610.9109

挂牌起始价
（万元）

3610.9109

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洋浦土告字〔2021〕06号

经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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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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