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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
牌方式出让1幅海口市金牛岭片区B-1-54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本次挂牌出让的海口市金牛岭片区B-1-54地块位于海口
市龙华区金牛岭南侧，面积19759.09平方米（29.64亩），土地用途
为城镇住宅和零售商业混合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占比≤85%，零售
商业用地占比≥15%），土地出让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70年、零售商
业用地4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
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无
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
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
始价为 51373.634 万元人民币，最高限制地价为 59079.6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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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73.634万元人民币。三、开发建设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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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
10%。（二）本宗地采用“单限双竞”方式挂牌出让，即限成交地价、竞
商业自持面积、竞配建出售型安居型商品房面积。竞价过程中，竞买
人最高报价未超过最高限制地价时，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和成交价。当竞买人报价达到最高限制地价59079.6791万元（楼面
地价11500元/建筑平方米）时即锁定限价，有意继续竞买的竞买人
由竞地价转为在限价基础上竞商业自持面积比例，商业总建筑面积
不变，竞拍最小幅度为20%，按报出商业自持面积比例最多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当竞报商业自持比例达到100%后，转为在限价
和商业自持面积比例达到100%的基础上竞配建安居型商品住房面
积占住宅总建筑面积比例，住宅总建筑面积不变，竞拍最小幅度为
0.5%。按报出的配建安居型商品住房面积比例最多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三）本宗地配建出售型安居型商品房建设标准及要求按
照《海口市安居型商品住房管理办法》和海住建保〔2021〕56号文附
件《海口市安居型商品住房金牛岭片区B-1-54地块19759.09 平方
米国有建设用地土地出让补充条件》有关规定执行。（四）其他开发建
设要求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
相关文件。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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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和其他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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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非法占地、
违法建设行为人。2.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
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3.根据《住房城乡

建设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
工作的通知》，竞买人需承诺土地购置资金为合规自有资金购地，不
属于金融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等，并载明如承诺不实则自动取消土地
竞买资格。（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
体要求，见挂牌出让相关文件。相关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
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
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活
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有意向的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
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按要求上传竞买申请文件。不接受电话、邮
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时间：2022年2月7日
09时00分至2022年3月9日16时00分（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
间为准，下同）。（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
申请时，应选定一家银行交纳竞买保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成
唯一的随机竞买保证金账号，保证金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竞
买人应谨慎选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
足额交入该账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
准）。本次竞买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
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竞
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3月9日16时00分。（五）资格确
认。竞买资格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作日内、资格审核截止时
间前完成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买申请时应充分考虑网
上交易活动的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注意。竞买人的竞买
申请文件审核通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网上交易系统自
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格。竞买资格审核时
间：2022年3月1日09时00分至2022年3月11日12时00分。五、
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价环节采取线
下方式进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在线下载打印的《竞买资格
确认书》到指定地点参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仅接受书面
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挂牌截止由挂
牌主持人主持确定。（二）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3月1日09时00分
至2022年3月11日16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
08时30分至11时30分及14时30分至17时00分。（三）挂牌报价
地点：海口市国土大厦5楼土地交易中心招拍挂部。（四）挂牌现场
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土地矿产资源交易厅
（203室）。六、咨询方式：（一）交易业务咨询。联 系 人：黄先生、
陈女士、李女士；联系电话：0898-68531700。查询网址：http://
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lr.
hainan.gov.cn:9002/。（二）CA证书办理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
数字认证中心。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
字证书认证中心 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咨询电话：
0898-66668096，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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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口市国兴CBD富力首府天盈广场写字楼
招商租赁公告

富力首府，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CBD、大英山金融集聚区。紧
邻日月广场商圈，政务、商务、文化、交通等省级资源环绕。项目建
筑面积约66万m2，涵盖高端写字楼、高端住宅、鎏金商业街等业
态，其中写字楼集群建面约27万m2，可为金融企业、成长型企
业、世界500强等全球优质企业入驻海南自贸港提供高品质的办
公空间。

天盈广场，富力首府首期交付现房写字楼。紧邻城市主干道
国兴大道，总建面约3.8万m2，涵盖LOFT办公/平层办公/商铺等
产品业态。定位金融科创中心，特色提供一站式招商运营服务，致
力通过一站式企业服务为企业发展持续赋能。富力首府天盈广
场，现房写字楼，建面53/73/212m2灵活办公空间，租金110元/
m2/月起，诚邀全球名企进驻。招商热线：1868957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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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北京新增2例
本土确诊病例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邰思聪）北京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6日在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2月5日0时至2月6日16时，北京市德尔塔
变异株关联疫情新增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均来自管控人员。

感染者具体信息如下：
感染者 1：现住朝阳区安贞街道安贞里三

区。1月24日所在小区管控，2月5日核酸检测结
果为阳性，已转至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史、临床
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当日诊断
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感染者 2：现住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鸭子
桥路 1号院。1月 24 日作为确诊病例的密切
接触者转至集中隔离点，2月 6日核酸检测结
果为阳性，已转至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史、临
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当
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已对
确诊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按要求落实管控
措施。

刘晓峰表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趋于稳定，但
是疫情还没有结束，仍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松懈。
春节后返京人员增多，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增
强防控意识，做好个人防护。返京人员按规定落
实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正在接受隔
离、管控的人员请严格执行隔离管控措施，隔离期
间出现任何身体不适要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切实
履行防控责任。

上海中风险地区清零
全域为低风险地区

新华社上海2月6日电（记者袁全）上海市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6日晚发布，根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经上海市防控办
研究决定，自2022年2月7日零时起，将奉贤区
奉城镇幸福村8组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
区。自2022年2月7日零时起，上海全域均为低
风险地区。

上海市将继续坚持主动防控、科学防控、精
准防控、综合防控，持续落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工作，全力保障市民身体健康，全力守护上
海城市安全。

新华社孟买2月6日电（记者赵
旭、张亚东）超级逆转，盘终绝杀！中
国女足6日在印度举行的2022年女
足亚洲杯决赛中3：2力克韩国队，再
次展现了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女足
精神。

这也是中国女足第九次夺得亚洲
杯冠军，也是她们时隔16年再次站上
亚洲之巅。

中国女足在半决赛就逆转了日本
队，决赛中她们再度上演逆转大戏，而
且更加惊险刺激——在上半场两球落
后的情况下连追三球取胜。

第 26分钟，韩国队从中场策动
攻势，右边路突破后低平球传至禁
区，中路插上的崔有利推射破网，打
破僵局。

上半场结束前韩国队扩大了领
先优势。补时阶段，中国队球员在防
守时禁区内手球，来自澳大利亚的主
裁判经视频确认后判罚点球。韩国队
球员池笑然罚中，比分被改写为2：0。

中国队中场换上肖裕仪和张睿。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加强丢球反抢，
大逆转开始！

第 66分钟，中国队左边路传中
打到韩国队员手臂，裁判果断吹罚
点球。效力于英超的唐佳丽主罚命
中，1：2。

4分钟后，唐佳丽右路拿球后在
两个球员的包夹下突破传中，刚刚替
换王霜出场的张琳艳用一记势大力
沉的头槌敲开韩国队大门，2：2！中
国队连续第三场在落后的情况下追
平比分。

最精彩的时刻出现在全场补时阶
段。第91分钟，中国队禁区内解围失
误，皮球恰好落在韩国队前锋脚下，面
对近在咫尺的射门，中国队门将朱钰
再次展现神奇扑救，双手拒绝了韩国
队的绝杀。也正是这次扑救，成就了
中国队的盘终绝杀。

第93分钟，王珊珊在中路背身拿
球后转身送出直塞，肖裕仪突入禁区
后大力射门，球应声入网，3：2！

“铿锵玫瑰”完成惊天大逆转，第
九次夺得亚洲杯冠军。

中国女足本届亚洲杯历程堪称完
美，在小组赛阶段共打进11个进球且
均零封对手，而后的四分之一决赛和
半决赛又连续上演逆转好戏。特别是
在半决赛面对老对手日本队，女足姑
娘们与对手鏖战120分钟，最终通过
点球获胜。

亚足联赛后颁奖也再次证明了中
国队在本届杯赛中的出色表现。朱钰
获得“金手套奖”，攻防俱佳的王珊珊
荣膺“最佳球员”。 中国队球员唐佳丽（右二）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新华社孟买2月6日电（记者赵
旭、张亚东）中国女足6日上演超级
逆转，3：2击败韩国队，第九次夺得
女足亚洲杯冠军。赛后中国女足主
教练水庆霞表示，夺冠感觉美好，亚
洲杯冠军让中国女足看到了今后的
努力方向。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水庆霞
说：“（夺冠）感觉很美好，特别是我看
到了大家在落后时激发出来的斗志，
很感谢所有队员，她们在困难情况下
战胜了自我，也战胜了对手。”

“拿下冠军很高兴，我作为教练
员是第一次，同时很多队员也是第一
次夺冠。”水庆霞说，“作为运动员和
主教练有很多不同，教练员需要有榜
样作用，能将对战术的理解更好表达
给队员并激励队员。”

在谈及比分落后局面时她表示，

“比分落后的局面我们在赛前就有相
应预案，也有技战术储备，队员上场
之后也很好地贯彻了战术。中场休
息时，我告诉队员首先就是不要泄
气，要放下包袱，放手去搏。”

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水庆霞就
曾表示，夺冠值得高兴，但也并非

是个了不起的纪录。夺冠后，水庆
霞强调，并非说拿到冠军后前路就
会一帆风顺，在训练中仍会有很多
问题；下一步将借助此次夺冠，对
队员的心理和战术再进行细化和
提高。

作为中国女足队长，王珊珊荣膺

本届杯赛“最佳球员”称号。她在赛
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中国女足
16年来的首个亚洲冠军，感谢教练
组和所有球员的付出和努力。

王珊珊说：“这个冠军的意义是
对我和所有队员付出努力的肯定。
对整个队伍来说，是中国女足新的开
始，我们在奥运会后处于一个低迷的
状态，但这次亚洲杯展示了中国女足
的真正实力、团结和精神。我现在感
觉特别自豪，这种幸福感可能会持续
好几天。”

连追三球上演超级大逆转 亚洲杯决赛3:2力克韩国队

中国女足16年后再登亚洲之巅

中国女足主帅水庆霞：

夺冠感觉美好 也是今后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