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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以上宗地为城镇住宅用地，拟用于市
场化商品住房项目（征收及拆迁补偿安置住宅项目），需严格按照《关
于规范住宅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琼自然资规〔2020〕5号）和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
理的意见》（琼府﹝2017﹞96号）相关规定执行。2.以上宗地系东方市
滨海片区（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用于安置东方市滨海片区（一期）
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被征收户，以上宗地城镇住宅用地建设就近安置
房销售价格为3500元/m2。3.以上宗地需实施装配式建筑，按装配
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4.根据《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运营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新建居住类建筑按照配建停车位的
100%建设或预留充电条件，其新建建筑停车场配建的充电基础设施
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对未按相关
标准和规定比例配建充电基础设施的新建建筑项目，不予验收通过。
5.其他未尽详列的应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及规范要求执行。上
述开发建设要求将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土
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与东方市

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签订《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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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
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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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
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
入账户时间为准）。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
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东方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
及时改正的。2.在东方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
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3.在东方
市范围有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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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挂牌出让手册及其他相关文
件。手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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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7日 8：30至 2022
年6月2日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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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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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8：30至
2022年6月2日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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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出让
2021-24号地块一挂牌时间：2022年5月27日8：30至2022年6月
6日9：30，东出让2021-24号地块三挂牌时间：2022年 5月27日
8：30至2022年6月6日10：00，东出让2021-24号地块四挂牌时
间：2022年5月27日8：30至2022年6月6日10：30，受理报价时
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8:30至11:30及14:30至17:00。（三）挂牌报
价地点：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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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1年市场化商品住房用地计
划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1〕2208号）规定，以上地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采取“限房价、竞地价”方式公开挂牌出让。（二）挂牌时间截
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
定竞得人。（三）本次挂牌出让设定最高限价，具体限价金额按照“保
证合理建安成本和利润的前提下”的工作要求，结合挂牌起始价为基
础上浮，溢价率不超过15％。（四）仅有一位具有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参
与竞买，且其最高报价高于或等于土地出让底价，则该竞买人为该地
块使用权竞得者。（五）两位或两位以上具有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参与
竞买，如其最高报价高于或等于土地出让底价，则报价最高者为该地

块使用权竞得人。当竞得人持续竞价达到挂牌出让最高限价时，则
现场转入以摇号方式确定竞得人。按照摇号规则，摇号中签者即为
该地块使用权竞得人，但仅有一位竞买人愿意参与现场摇号，其余竞
买人选择放弃时，则申请摇号的竞买人为该地块使用权竞得人。（六）
根据《东方市滨海片区（一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要
求，以上宗地城镇住宅用地建设安置房价格（含装修），就近安置区安置
房价格为3500元/平方米，详情查询：http://dongfang.hainan.gov.
cn/xxgkzl/szfbgs/xxgkml/202204/t20220413_3174043.html；
（七）挂牌公证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挂牌公证费
由公证处根据相关规定收取。

七、风险提示：（一）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对网
上交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
环境。网上竞买申请、资格审核程序按网上交易系统预先设定的程
序运行，竞买人应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熟悉网上交易的操作
流程、方法。由于操作不熟练引起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二）竞
买人持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相关操作，系统注册
及证书办理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用
户手册》。竞买人应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
统实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竞买人自身行为或法定代表人合法授权
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三）竞买人应当仔细
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网上交易活动。竞买申请
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信
息和使用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
议并完全接受。（四）因竞买人使用的计算机遭遇网络堵塞、病毒入
侵、硬件故障或者损毁、遗失数字证书，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等原因，导
致不能正常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或进行申请的，其后果由竞买人自行
承担。（五）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生法律效力，不
可撤回。竞买人未出席挂牌现场会的，视为自动放弃挂牌交易线下
竞价，且不影响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八、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人：陆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25585295 0898-6628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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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
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7日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告字〔2022〕12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3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二）宗地净地情况：以上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完成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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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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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按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有关规定，该地块设定出让控制指标，具体如下：

地块名称

东出让2021-
24号地块一

东出让2021-
24号地块三

东出让2021-
24号地块四

其他规划控制条件：

宗地坐落

东方市八所镇竹
根北路两侧、新北

路北侧

东方市八所镇竹
根北路两侧、新北

路北侧

东方市八所镇竹
根北路两侧、新北

路北侧

用途

城镇住宅用
地(征收及拆迁补偿安

置住宅项目)

城镇住宅用
地(征收及拆迁补偿安

置住宅项目)

城镇住宅用
地(征收及拆迁补偿安

置住宅项目)

面积
(平方米)

3393
（合5.0895亩）

41460
（合62.19亩）

16364
（合24.546亩）

使用
年限
(年)

70

70

70

规划用
地性质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容积率

≤2.8

≤2.8

≤2.8

建筑
密度
(%)

≤22

≤22

≤22

绿地率
（%)

≥40

≥40

≥40

建筑
限高(米)

≤45

≤45

≤45

起始价
(万元)

619

7716

302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619

7716

3020

地块名称

东出让2021-24号地块一、东出让2021-24号地块三、
东出让2021-24号地块四

其他准入条件：

拟建项目所属产业

市场化商品住房(征收及拆迁补
偿安置住宅项目)

投资强度
（万元/亩）

/

年度产值
（万元/亩）

/

年度税收
（万元/亩）

/

达产年限（年）

/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他身上有一股拼劲，在专业上
拼，在技术上拼。”在海马集团，与王
大法共事过的人总是这样说。

从2006年海马汽车启动国际化
战略后，王大法作为海外KD（散件
组装）项目的“领头羊”，在驻扎中东
地区时，带领团队不断刷新中东新
车型引进和量产的纪录，用过硬的
技术实力，赢得国际合作伙伴的尊
重与认可，助力中国品牌汽车的国
际化之路越走越远。

扎根一线锤炼技艺
努力让海马品牌汽车

驰骋中东

1996 年，王大法加入海南海马
汽车的前身海南汽车制造厂。26年
里，他坚持扎根汽车生产制造一线，

从一名焊接技术员，一步步成长为主
任工程师、部长，在实践中摸清了汽
车制造的四大工艺及生产管理方式。

2012年初，海马汽车“驶入”中
东，并与中东地区最大车企于2013年
签订KD出口合作协议，依托海南的
区位优势，推进出口业务向技术输出
和“海外经营”模式转型。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挑战。”
2013年，管理经验丰富的王大法被
调到海外技术部，负责海马汽车出口
中东KD项目。他在项目事务纷扰繁
杂且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努力克服困
难，确保项目按计划及时推进。

“项目前期最难的是谈判，对方一
开始对中国的产品有偏见，对我们的
技术实力也不信任。”王大法坦言，当
时，在中东技术团队的固有观念里，中
国人完成不了如此难度的标定。

为了证明海马技术的实力，王
大法带领团队制定计划，反复试验，

逐一攻克油耗、排放的标定难题，用
实际行动向中东合作伙伴证明了中
国汽车工程师的实力。

此外，王大法还多次邀请对方
专家团队到海马汽车考察交流。“在
考察中，海外合作方频频点赞中国
汽车制造的质量。”王大法说，经过
双方团队频繁的互访交流和沟通，
海马和海外合作方建起了信任的桥
梁，项目开展逐渐步入正轨。

在王大法的带领下，2015年，海
马S7仅用11个月量产，创下了中东新
车型引进的新纪录；2017年，海马S5
的量产仅用8个月，再次打破纪录。

积极推动工艺创新
拓宽中国品牌汽车国

际化之路

2017 年，海马 KD 出口销量实
现快速增长，如何在提升销量的同

时进一步降本增效，成为王大法团
队面临的新的课题。

为了最大限度节约零件生产包
装成本，王大法大刀阔斧改革，将
包装单元从 20 台改到 60 台，将以
台套为单位的原始包装方式改为
标准箱的包装方式……最终，S7车
型装柜率提升了 30%，包装成本降
低了 50%，累计节约成本约 1.5 亿
元人民币。

“我们还根据本地人驾驶习惯，
对汽车性能上进行改进，在当地开
展上万公里的车辆适应性道路试
验。”积极推动工艺创新，王大法多
次组织研发和质量工程师进行市场
调研。

他介绍，针对中东地区人们喜
欢全油门、开快车的特点，团队组织
优化了车型的控制策略，既满足当
地客户动力性要求，也满足法规对
车辆的油耗和排放要求，提高了车

型的适应性。
“海马汽车进入中东市场以来，

给中东汽车业发展带来了新气象，
让更多人认可‘中国制造’。”王大
法说，当他看到海外客户为海马车
点赞时，自豪感油然而生，也进一
步理解了“有品牌才有中国自信”
的深刻含义。

目前，海马汽车累计出口汽车
突破10万台。今年初，海马8S启动
中东KD项目，目前已经完成前期的
道路试验，正在进行新车型生产线
与设备验收。7月，王大法又要带着
团队启程奔赴中东。

“海南自贸港建设加速推进，
为海马‘出海’提供了更多的机
遇。”王大法表示，作为一名服务
海外客户的汽车工程师，他将把
技术质量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助
力中国品牌汽车的国际化之路越
走越远。 （本报海口5月6日讯）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大法：

让中国品牌汽车驰骋海外

未来7天
我省多阵性降雨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习霁
鸿 通讯员许嘉 郭冬艳 翁小芳）海南
省气象台5月6日预计，5月7日～9
日全岛多阵性降雨；10日～13日白天
全岛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13日夜间受切变线和弱冷空气影响，
全岛将有降温降雨和大风天气，部分
乡镇伴有强对流天气。

违规露天焚烧秸秆

琼海两村民被处罚
本报嘉积5月6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邓

玉婷）5月5日，琼海市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发现
嘉积镇桥头村有村民在田地上违规焚烧秸秆，嘉
积镇相关执法人员接报后立即赶往现场及时制
止，并对两名涉嫌违规焚烧秸秆的村民进行处罚。

据悉，5月5日傍晚7时，在接到琼海市社会
管理信息化平台的通知后，执法人员立即赶往事
发地点对村民违规焚烧秸秆的行为进行制止，并
将燃烧的秸秆扑灭。

经调查取证，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涉嫌
违规焚烧秸秆的陈某、林某两户村民进行立案查
处，责令他们立即改正此违法违规行为，并依法给
予每人500元的行政处罚。经过教育，当事人认识
到了自己的行为属于违法违规行为，表示深刻悔过
并保证今后遵纪守法，不再出现此类违规行为。

东方放归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斑头鸺鹠

本报八所 5月 6日
电（记者张文君 特
约记者方宇杰 通
讯员武海霞）5月
6日，东方市四更
镇水产养殖户于
金山在四更镇大
洛坡捡到一只鸟，
随即交给该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
员。经工作人员辨识，这
是一只斑头鸺鹠，属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当天，工
作人员将斑头鸺鹠放归大自然。

据介绍，斑头鸺鹠是鸱鸮科、鸺鹠属的鸟类。
斑头鸺鹠为小型鸮类，是鸺鹠中个体最大者，面盘
不明显，无耳羽簇。体羽褐色，头和上下体羽均具
细的白色横斑；腹白色，下腹和肛周具宽阔的褐色
纵纹，喉具一显著的白色斑。斑头鸺鹠大多在白
天活动和觅食，能像鹰一样在空中捕捉小鸟和大
型昆虫，主要以各种昆虫为食，也吃鼠类、小鸟、蚯
蚓、蛙等动物。

（东方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供图）

服务业和民企专场招聘
下周海口启动
累计供岗4600余个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易宗平）5月6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获
悉，5月10日、13日，我省将在海口市举办服务业、
民营企业招聘等专场活动，累计提供岗位4630个。

据了解，5月10日8时30分至12时，2022年海
南省服务业专场招聘会（第二场），将在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和邦路3号的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
一楼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行。目前已有28家用人
单位报名，共提供岗位855个。届时将有营销总监、
董事长秘书、总经理助理、财务经理、总账会计、综合
金融客户经理、电气电焊工、光缆维护员等岗位。

5月13日8时30分至12时，2022年海南省民
营企业招聘月暨“百企千岗促就业，勠力同心自贸
港”2022年海南省总工会专场招聘活动，将在位于
海口市琼山区国兴大道的海航文化体育广场举
办。目前已有145家用人单位报名，共提供岗位
3775个。届时将有总工程师、机械（结构）设计师、
深化设计工程师、嵌入式硬件软件工程师、产品企
划部经理、财税经纪人、数字化加工员等岗位。

5月6日，在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老师在给学生们上课。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海南将进一步扩大特殊教育资源，确保全省每个市县（区）都建有特殊教育学校，推动

人口较多的市县建第二所特殊教育学校，并加快建设专门的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适
龄残疾儿童入学率。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全省投入近4亿元办好特殊教育。目前，海南已经实现了人口30万以上的市县全部
建有特教学校、全省所有乡镇中心学校全部建有特殊教育资源教室的两个“全覆盖”目标。2021年，全省义务教
育阶段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提高到98%，比2016年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守护

5月7日～9日
全岛多云间阴天

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全岛最高气温29℃～32℃

最低气温20℃～24℃

10日～13日白天
全岛多云

南部局地有小阵雨
西北部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全岛最高气温31℃～34℃
最低气温22℃～26℃

13日夜间

全岛阴天有小到中雨
局地大到暴雨

五指山以北部分乡镇将伴有雷雨

大风和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最低气温：

五指山以北地区17℃～20℃

五指山以南地区22℃～24℃

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