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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我局于2022年1月28日在《海南日报》A11版刊登《临

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临自然资告字

〔2022〕01号）中：原联系人：赵先生，原联系电话：0898-

66793886；现更正联系人为方先生，联系电话为 0898-

68541556。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特此更正。

临高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30日

更正公告

受委托，将于2022年2月15日10：00至2022年2月16日10：00
（延时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举行拍卖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车辆牌号

琼AEC308

琼ACZ899

琼E96666

琼ABB777

琼023777

琼A05899

琼A7799B

琼EEE999

车辆名称及
规格型号

雪铁龙C5

奔驰WDDNG5EB

奔驰WDDNG9FB

奔驰WDDNG7GB

奔驰WDDNG56X96A

宝马WBAYE210

宝马WBAFG410

宝马WBAFG210

评估价格
（元）

71,044.00

413,343.00

531,437.00

816,788.00

158,392.00

406,472.00

242,956.00

275,839.00

起拍价
（元）

45468.16

264539.52

340119.68

522744.32

101370.88

260142.08

155491.84

176536.96

保证金
（元）

10000

55000

70000

110000

22000

60000

33000

35000

二、看样：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2月14日17:00前在
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

三、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车辆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
的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通道二：13876364266；通
道三：15120880606。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

→下方“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
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京东首
页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20220130期

三亚市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竞买人的资格条件及审查办法：凡是在中国境内外的法人和
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参加竞买
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
申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
买。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书》，签字认可《竞买须知》。如竞得该
海域使用权，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要求开
发建设。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海域使用权
的出让挂牌：（一）在三亚市范围内有拖欠海域使用金行为，并未及时
改正的。（二）在三亚市有闲置海域、违法用海、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等
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三亚市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及海南华信
拍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竞买人资格的审核。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
缴纳竞买保证金且符合竞买人资格与要求的，出让人在报名有效期
内确认其竞买资格并出具《竞买资格确认书》。

三、挂牌文件获取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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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日前到海南华信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窗口咨
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四、挂牌时间、地点、方式：（一）交纳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
及提交竞买申请截止时间：2022年3月3日16:00，经审核，申请人具
备申请条件的，出让人将在2022年3月4日16:30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二）挂牌时间：2022年2月10日09:00~2022年3月7日9:30。

（三）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3月7日9:30。（四）挂牌地点：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202室。（五）挂牌方
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
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
的，采取现场竞价、价高者得（最高价不低于底价）的方式确定竞得人。

五、其他事项：（一）根据2016年海南省（海南本岛）海岸线修测成
果，占用岸线总长度为877米，其中占用自然岸线206米，人工岸线
671米。海域用途主要建设浮码头泊位区和系泊泊位区，用于游艇及
船舶的停靠。（二）项目运营期间，竞得人应严格按照已获批的环境影
响报告文件要求，建设相应的海洋环保设施，落实各项海洋环保措
施，履行相应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保护好项目海域及周边海域
的海洋生态环境。（三）如竞得人在竞得前未开展本项目的前期有关工
作，竞得人凭向垫资方支付本项目实施前期工作垫付费用201.19万元
的有效凭证，办理不动产登记发证手续，否则不予办理。（四）由竞得人
承担挂牌公告费及全部挂牌服务费。挂牌服务费按国家及本省的规定
收取。单宗海域服务收费超过30万元的，按照30万元的标准进行收费。
（五）其他未尽事宜按照海域管理、海洋环境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六、联系地址：海口市义龙西路钟山大厦A座三楼；联系电话：
0898－66533938；网址：http://zw.hainan. gov.cn/ggzy/。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30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法》
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一宗海域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宗海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三亚市南边
海国际游艇
码头项目

用海位置

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总部经济中央
商务区凤凰海岸单元南边海片区
NBH02-01-07/08C地块所形成

的岸线与航道之间的海域

海域用途

建设浮码头泊位区
和系泊泊位区用于
游艇及船舶的停靠

用海类型

一级类：旅游娱乐
用海；二级类：旅游

基础设施用海

用海方式

一级类方式：构
筑物；二级方式：

透水构筑物

出让
年限

25年

用海面积
（公顷）

11.7782

起始价
（万元）

2067.56

保证金
（万元）

206.76

受委托，将于2022年3月2日10:00至2022年3月3日10:00（延时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举行拍卖会，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二拍）：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
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竞买人的身份
应符合海南省房屋限购政策的要求，并在参拍前登录海南省住建厅
网站获取购房码；竞买人不符合海南房产限购政策而报名参与竞买，
导致不能过户给相关工作造成损失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展示时间、地点、要求：2022年3月1日17:00前在标的所在
地预约展示（节假日除外）。

三、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
物业费水电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 具体标的物信息（含瑕疵告知），
在电子竞价网页查看；网页版公告及须知、说明是本公告的组成
部分。

四、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5个工作日向委托人
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才能获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
放弃优先购买权。

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 13807593991；
咨询报名通道二：13876364266；
咨询报名通道三：15120880606。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

下方“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
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京东首页搜
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标的名称

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办桂林上村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603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504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501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304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303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210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201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103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102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43号（府城镇东门里）101及对应土地（WZL）

琼山市府城镇东门百货仓库5栋102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美兰区德利路11-6号海岸郁金香花园3、4号楼第1层商铺18号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美兰区德利路11-6号海岸郁金香花园3、4号楼第1层商铺17号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山高街1号中海锦城地下室负1层D051车位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山高街1号中海锦城地下室负1层D050车位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府城镇东门街4号琼山食品公司住宅楼D幢101房及对应土地（WZL）

琼山市百货公司东门仓库4幢304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南海大道28号四季华庭4幢A-203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南海大道28号四季华庭4幢A-202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东侧奔龙大厦一至四、九至十八层B座204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东侧奔龙大厦一至四、九至十八层B座203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府城镇龙昆南路东侧奔龙大厦一至四、九至十八层B座202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路110号戎居一号公寓28号楼A1座F层F07房（WZL）

海口市府城镇河口路7号A栋201号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61号市地方税务局住宅楼第6层602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迎宾大道18号新城吾悦广场B区S5室外街商铺1层S5-142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迎宾大道18号新城吾悦广场B区S5室外街商铺1层S5-141房及对应土地（WZL）

海口市美兰区大英山东三路3号海阔天空国兴城一期14#楼栋5层14-1-501室（WZL）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7号英豪商住楼B805房

面积（m2）

355.4

111.99

156.56

102.61

156.56

111.99

119.79

25.37

120.09

125.48

149.89

105.2

108.56

93.46

26.89

26.89

108.77

107.94

88.83

88.85

45.91

47.48

92.99

89.34

126.55

71.35

92.97

92.97

152.33

128.94

评估价格（元）

2,691,391.00

1,275,370.00

1,765,299.00

1,180,595.00

1,801,325.00

1,314,814.00

1,392,326.00

306,672.00

2,760,671.00

2,941,138.00

3,441,587.00

1,246,861.00

3,637,999.00

3,100,966.00

168,647.00

168,647.00

1,143,734.00

1,296,434.00

1,488,639.00

1,488,974.00

639,976.00

661,861.00

1,270,844.00

1,346,742.00

1,494,047.00

839,259.00

3,151,002.00

3,151,002.00

4,286,699.00

1,761,449.00

起拍价（元）

1722490.24

816236.8

1129791.36

755580.8

1152848

841480.96

891088.64

196270.08

1766829.44

1882328.32

2202615.68

797991.04

2328319.36

1984618.24

107934.08

107934.08

731989.76

829717.76

952728.96

952943.36

409584.64

423591.04

813340.16

861914.88

956190.08

537125.76

2016641.28

2016641.28

2743487.36

1,127,327.36

保证金（元）

360000

170000

230000

160000

240000

170000

180000

40000

360000

390000

450000

160000

480000

400000

20000

20000

150000

170000

200000

200000

90000

90000

160000

170000

200000

110000

410000

410000

550000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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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展现椰城靓丽容颜

1月27日，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
管理局召开春节期间园林环卫保障工作
专题会，提前安排部署各项工作，确保全
市人民在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中欢度新
春佳节。会议要求，全市园林环卫系统
从1月27日开始，全面、深入、扎实开展
园林绿化和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

为确保保障工作落实到位，海口市
园林环卫局要求班子成员带头值守，同
时要求各部门、PPP企业提前做好值班
值守工作，确保春节“不空岗”。同时，全
面开展城区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加强对
城区主次干道、繁华街区、背街小巷、城
市门户道路、车站、港口、高铁高速沿线、
机场周边、城乡结合部等部位清扫保洁
力度和精细化作业力度，确保“墙到墙”
之间环境卫生管理全面覆盖，无空档、无
盲区，高铁高速沿线可视范围没有垃圾。

严格落实道路清扫保洁“五定”
（即：定人员、定岗位、定时间、定任务、

定标准），道路及绿化带、隔离带无垃
圾、纸屑、烟头、杂物、树枝、落叶、槟榔
汁等，路面洁净见本色、绿化带整洁、城
市各类公共设施构件、部件干净整洁，
外墙立面2米及以下无乱张贴等。

春节期间，海口还将全面加强城区
道路冲洗除尘。正常天气条件下，每天
要对城区主要道路进行冲洗至少4次，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小街小巷至少每
天进行1次冲洗除尘，加大路牙石、斑
马线、交通标示线的冲洗力度，改进清
洗车作业工具工艺（钢刷），坚决杜绝路
面浮灰、难见本色的现象；全面做好垃
圾收集运输工作，加大清运力度、延长
垃圾接收时间，确保垃圾日产日清，坚
决杜绝小区垃圾爆桶，杜绝废弃家具乱
堆放，杜绝垃圾转运不及时，杜绝车容
车貌破损，杜绝滴冒撒漏；切实做好大
件废弃家具清运处置工作，各环卫企业
要立即着手配套购置大件废弃家具破
碎设备，杜绝乱堆放。

车站、港口、机场、景区、广场、公园
等地，人流量大，是展示海口形象的窗

口。海口园林环卫局要求春节期间要
加强保障力度，切实做好园林绿化美
化、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全面加强园林
绿化管理工作，全面整治黄土裸露，及
时修剪枯枝败叶，及时清理绿化带杂草
和落叶，做好绿化美化彩化亮化；加强
公共厕所卫生管理，做好消毒除臭、粪
池清理等工作；加强海上环卫及城区水
域卫生管理，要像道路卫生管理一样实
行“五定”制度，务必确保海上及水域卫
生干净清洁。

摆花布景营造祥和热烈氛围

根据海口市委、市政府和市园林环
卫局的部署要求，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
所近期以“百花齐放迎新春，姹紫嫣红
送祝福”为主题积极开展春节摆花布景
工作，以崭新活跃的城市面貌喜迎八方
来客。

本次春节摆花布景工作，该所制订
计划，对省委、省政府、海口市政府、观海
台、甸昆路口、白沙坊、滨江路转盘、滨江

西绿地、海府立交等节点，以及国兴大
道、滨海大道、龙昆南路、海府路、白龙
路、龙昆北路、长滨四街等道路进行地栽
或摆设鲜花约 80 万盆（株）、三角梅
5000余盆（株）。此次摆花布景工作中
除了大量使用三角梅外，还广泛使用了
包括非洲凤仙，四季海棠，大花海棠，一
串红，万寿菊，孔雀草，木春菊等各类时
花，可谓丰富多彩。

为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任务，海
口市绿管所精心部署，积极组织力量，抢
班加点对各摆花道路和节点做好撤花、
制作安放花架、更换摆放（地栽）鲜花等
相关工作。截至1月28日，该所已经全
部完成摆花布景工作，目前正在持续加
强效果巩固，做好养护，确保鲜花景观以
优美姿态在节日期间呈现给公众。

整洁环境展现城市清新形象

为保障春节期间海口城乡环境卫
生整洁有序，海口各家环卫企业也已纷
纷制订了节日期间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方案。
海口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成

立了领导小组，确保春节期间环卫工作
高效有序，确定了节日期间重点保障的
点位和路线，深入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行动。重点抓好辖区内主要道路、绕
城高速、高铁沿线等交通通道沿线，海岸
线、车站等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采取“组
团作业”“人机结合”等精细化作业模式，
确保高效高质量保洁。积极组织开展环
境卫生大扫除活动，落实防疫要求；对道
路冲洗降尘，加强公共厕所卫生管理，确
保公厕周边无乱摆乱卖、5米范围内无
脏乱差现象。加强监督巡查，切实做好
水域保洁。

海口玉禾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也成
立了领导小组并设办公室，通过定人定
岗定任务、合理安排机械作业冲洗除尘
等方式加强城乡环境保洁，及时收运垃
圾，并加强公厕卫生除臭等管理，加强水
域环境卫生工作。统筹做好城乡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以农村生活垃圾整治为重
点，集中开展一次生活垃圾大清理整治

活动，辐射做好辖区内各项环卫工作。
此外，海口京环城市环境服务有限

公司、海口京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京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和海口京玉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亦纷纷制订了节日环
境卫生保障方案，对所管片区城乡环境
卫生加强保障服务，力争为海口创造一
个洁净温馨靓丽的过年环境。

加强防疫营造舒心环境

海口万绿园、海口人民公园和金牛
岭公园等园区也积极开展部署，制定保
障方案，针对园区景观、清洁卫生、安全
秩序以及防疫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具体
安排，让园区以洁净靓丽、温馨祥和的风
貌迎接节日期间游园的市民游客。

在万绿园，通过在园内南门、西门以
及主干道区域进行摆花造景、悬挂灯笼
等表现形式，对公园进行气氛营造，充分
利用公园LED显示屏播放春节期间的
温馨提示，让市民游客在游园之际注意
人身安全，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意
识。同时加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确保
道路绿化干净、整洁、美观等。

在海口人民公园，园容部根据摆花
方案提前做好器械准备、花架安放和花
源组织，1月 25日前完成全部摆花工
作。在金牛岭公园，积极开展园区环境
综合整治，摆花造景，黄土裸露补植，园
区秩序维护和安全检查等相关工作，进
一步优化园区环境。节日期间加大卫生
保洁力度和次数，尤其是公厕保洁要做
到干净整洁无异味。全力做好垃圾收集
转运工作，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同
时，做好园区器材管理和安全保障、机动
巡查工作。

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要以“清洁城乡环境，打造
一流人居环境，全面展示海口风貌”为目
标，高标准、严要求、全覆盖、精细化，切
实管好园林绿化和城乡环境卫生各项工
作，为市民游客营造一个干净整洁、文明
和谐的节日氛围。

（策划、撰稿/贾嘉）

海口环卫工人正在进行水上清洁作业。 本版图片均由 海涛提供

海口园林环卫系统加强春节保障工作

春节不空岗 保洁不放松

海口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环卫工人正在景区骑楼老街清洁地面。

为维护干净整洁、
文明和谐的海口形象，
迎接新春佳节，让广大
市民、游客感受欢乐、祥
和、温馨的节日氛围，近
期，海口市园林环卫系
统积极开展节日保洁、
防疫、安全保障工作。
在城区、公园等公共场
地摆花布景营造节日氛
围，同时各大公园纷纷
制定节日保障方案，确
保给市民游客安全舒心
的游园环境，各环卫企
业也已对节日期间保洁
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