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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及自然
人均可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属境外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在乐东黎族自治县行
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金及失信被执行
人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有意竞买者可于2022年 6月 2日至
2022年7月4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瑞博拍卖有限公司咨询
和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7月4日到乐东黎
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
理中心或海南瑞博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4日16:00（以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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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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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乐东县Ln2020-25-1号:2022年6月24日9:00至2022年
7月6日10:00；

乐东县Ln2020-25-2号:2022年6月24日9:00至2022年
7月6日10:00；

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7月6日10:00。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

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交价款不含各
种税费（双方的印花税由竞得者缴纳），其他税费按规定缴交。

（二）按照海南省国土资源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
海南省规划委员会、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财政厅、海南
省商务厅、国家税务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
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
定，该宗地块属于工业项目，因此拟设定该宗地块投资强度指标

为30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标，项目达产时间为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4年内。以上控制指
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
组成部分，竞得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产业主管部门乐东黎族自治县商务招商局
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
约责任。

（三）该宗地块土地权属清晰，征地补偿安置落实到位，地上
附着物已全部补偿完毕，无法律经济纠纷、符合净地出让条件，地
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
施工的土地条件。

（四）两宗地块需严格执行海南省装配式建设标准。总建筑
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或单体面积超2万平方米的配套办公楼等公
共建筑必须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

（五）竞得人自取得土地使用权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开发建设，
自开发建设之日起三年内完成项目建设；须严格按照规划部门批
准的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如造成土地闲置，按照《海南自
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执行。

（六）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申请，
不接受邮寄文件。

（七）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详情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http://led
ong.hainan.gov.cn/。

（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联 系 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85531814 19989162577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日

宗地编号
乐东县Ln2020-

25-1号
乐东县Ln2020-

25-2号

地块位置
海南中线高速
千家立交南侧
海南中线高速
千家立交南侧

土地面积
37094.37m2

（合55.6416亩）
5879.16m2

（合8.817亩）

使用年限

50年

50年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建筑密度

≥30%
≥30%

容积率

≥1.0
≥1.0

绿地率

≤20%
≤20%

建筑限高

24米

24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1680

280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1680

280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乐自然资公告﹝2022﹞3号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两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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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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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及自然人均
可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属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在乐东黎族自治县行政辖区内有闲置
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金及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手册》。有意竞买者可于2022年 6月2日至2022年7
月11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
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咨询和领取《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7月11日17：00到乐
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
理中心或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11日16：00（以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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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
日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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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

地块挂牌时间：2022年7月1日9：00至2022年7月13日10：00；
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7月13日10：00。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
（双方的印花税由竞得者缴纳），其他税费按规定缴交。

（二）按照海南省国土资源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海南
省规划委员会、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商务
厅、国家税务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
指标（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该宗地块
属于工业项目，因此拟设定该宗地块投资强度指标为450万元/亩，年
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标，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后的4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取得土地
使用权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产业主管
部门乐东黎族自治县商务招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
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竞得人自取得土地使用权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开发建设，自
开发建设之日起三年内完成项目建设；须严格按照规划部门批准的
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如造成土地闲置，按照《海南自由贸易
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执行。

（四）该宗地块土地权属清晰，征地补偿安置落实到位，地上附着
物已全部补偿完毕，无法律经济纠纷、符合净地出让条件，地块周边
可以满足施工建设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的土
地条件。

（五）地块需严格执行海南省装配式建设标准。总建筑面积 3万
平方米以上或单体面积超2万平方米的配套办公楼等公共建筑必须
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

（六）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申请，不
接受邮寄文件。

（七）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http://

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 http://ledong.
hainan.gov.cn/。

（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联 系 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85531814 18976211911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1日

乐自然资公告〔2022〕5号

宗地
编号

乐东县Ln2018-36-3号

地块
位置

乐东县九所新区九
龙大道北侧

土地面积

64486.38m2

（合96.7296亩）

使用
年限

50年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建筑
密度

≤40%

容积率

≤1.8

绿地率

≥20%

建筑
限高

60米

竞买
保证金

3450万元

挂牌
起始价

3450万元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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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及自然人均
可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属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在乐东黎族自治县行政辖区内有闲置
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金及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手册》。有意竞买者可于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7
月6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
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咨询和领取《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7月6日17：00到乐
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
理中心或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6日16：00（以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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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
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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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

挂牌时间为：2022年6月24日9：00至2022年7月8日10：00；
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7月8日10：00。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
（双方的印花税由竞得者缴纳），其他税费按规定缴交。

（二）按照海南省国土资源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海南
省规划委员会、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商务
厅、国家税务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
指标（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该宗地块
属于工业项目，因此拟设定该宗地块投资强度指标为250万元/亩，年
度产值不低于2亿元及年度税收不低于每亩10万元/年，项目达产时

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4年内。以上控制指
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
成部分，竞得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同时与产业主管部门乐东黎族自治县商务招商局签订《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竞得人自取得土地使用权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开发建设，自
开发建设之日起三年内完成项目建设；须严格按照规划部门批准的
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如造成土地闲置，按照《海南自由贸易
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执行。

（四）该宗地块土地权属清晰，征地补偿安置落实到位，地上附着
物已全部补偿完毕，无法律经济纠纷、符合净地出让条件，地块周边
可以满足施工建设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的土
地条件。

（五）地块需严格执行海南省装配式建设标准。总建筑面积 3万
平方米以上或单体面积超2万平方米的配套办公楼等公共建筑必须
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

（六）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申请，不
接受邮寄文件。

（七）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八）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http://

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 http://ledong.
hainan.gov.cn/。

（九）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联 系 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85531814 18976211911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1日

乐自然资公告〔2022〕4号

宗地
编号

乐东县Ln2021-48号

地块
位置

乐东县九所新区九
龙大道北侧

土地面积

50504.14m2

（合75.7562亩）

使用
年限

50年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建筑
密度

≤40%

容积率

≤1.8

绿地率

≥20%

建筑
限高

45米

竞买
保证金

2700万元

挂牌
起始价

2700万元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2-08号宗地净地出让
条件的证明》，该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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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所必需条件。该宗地主要建设内容为建成一个集新能源汽车展示、
车辆配送销售、车辆配套PDI维保、汽车金融(含汽车保险),汽车SOC
测试研究院、汽车仓储、汽车物流以及汽车充电、换电、汽车批发和中
转、汽车租赁中转于一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示范基地。该宗用地投资
强度指标设定为不低于50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600万元/亩，
年度税收不低于8万元/亩，带动就业不低于200人，项目达产时间为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2年内。竞得人自取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之日起1年内动工，动工之日起1年内完成项目投资
总额的100%。该宗用地应当实施装配式建筑，装配率不低于50%。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
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境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
申请参加的，应当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申
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
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
区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
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

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的当事人；（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
为，并未及时改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
闲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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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
竞买者请于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7月5日到陵水黎族自治县椰
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或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
咨询和领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2日9时00分至2022年7月5日12
时00分到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

行办公楼5楼503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向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
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5日12时00
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陵水黎
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7月5日17时00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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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挂牌时间为：
2022年6月28日9时00分至2022年7月8日15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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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四）竞得人应
当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30日内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自治县商务
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本次挂牌宗地以
现状土地条件出让；（六）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七）本次挂牌
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系人：麦女士、胡女士；联系电话：
（0898）83333322、65303602；联系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
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或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网
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银行：
（一）陵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银行账号：211201001003500000577
（二）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6001276700012
（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新建路支行
银行账号：2201007729200023924
（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21840001040018030
（五）中国银行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266254050805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日

宗地编号

2022-08号

宗地位置

椰林镇

宗地面积
（平方米）
10883.8

宗地用途

仓储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0.5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40

建筑限高（米）
≤12

出让年期
（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69

起始价
（元/平方米）

667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自然资告字〔2022〕11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一、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2-09号宗地净地出让
条件的证明》，该宗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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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所必需条件。该宗地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集滨河度假酒店、国际旅
游交流中心、国际美食中心及国际购物街为一体的国际旅游中心。该
宗用地投资强度指标设定为不低于3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
45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2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4年内。竞得人自动工之日起一年内
完成投资额度不低于项目总投资额的50%，两年之内完成项目总投
资额的100%。该宗用地应当实施装配式建筑，装配率不低于50%。项
目建成后，旅馆用地部分不得分割销售。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
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境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
申请参加的，应当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申
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
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
区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
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

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的当事人；（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
为，并未及时改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土地
闲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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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有意
竞买者请于2022年6月2日至2022年7月5日到陵水黎族自治县椰
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或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
咨询和领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2日9时00分至2022年7月5日12时
00分到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

公楼5楼503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
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向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5日12时00分。经审核，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7月5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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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挂牌时间为：
2022年6月28日9时00分至2022年7月8日15时0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及口头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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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四）竞得人应
当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自治
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五）本次挂牌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六）上述所有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七）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系人：麦女士、胡女士；联系电话：
（0898）83333322、65303602；联系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
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或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查询网
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银行：
（一）陵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银行账号：211201001003500000577
（二）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6001276700012
（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新建路支行
银行账号：2201007729200023924
（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21840001040018030
（五）中国银行陵水支行
银行账号：266254050805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日

宗地编号

2022-09号

宗地位置

椰林镇

宗地面积
（平方米）

43284.2

宗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占比70%/旅馆用地占比30%）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0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0
建筑限高（米）

≤65
出让年
期（年）

4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8661

起始价
（元/平方米）

2578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自然资告字〔2022〕12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属境外机
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相关主
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二）申请人拟
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买申请书中明确
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申请人在项目
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
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
续。（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1.凡在海南省
范围内有严重违反土地出让合同、闲置土地、拖欠地价或有其他不良
记录的，及与其有参股、控股、投资关系的法人及其他组织。2.失信被
执行人。（四）地块产业准入条件：低碳制造业。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人须严格按照该地块的规划要求、产
业类型及用地控制指标开发建设。（二）竞得人开发建设的项目需符合
国家和我省产业准入、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三）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
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开工
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涉及土地闲置处置问题按照《海南自
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有关规定执行。（四）竞得人应按《海
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要求，须按投资强度不得低于
每亩120万元、年度产值不低于每亩120万元和年度税收不低于每亩
10万元的标准进行开发建设，达产时间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签订后30个月内，准入、其他条件不作具体要求。（五）装配式建
造要求：社会投资项目的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商品住
宅项目和2020年及以后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
平方米或单体超过2万平方米的新建社会投资公共建筑，具备条件的
应采用装配式建造，装配式建筑项目原则上应采用工程总承包（EPC）
模式。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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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 月 6 日至2022年7月 1 日到海口市滨海大道115
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06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
理大厅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六、申请人可于2022年6月 6 日至2022年7月1 日到海口市滨
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06室或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五楼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 月1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
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 7 月 1 日17时3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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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牌时间为2022年6月
24日8时30分至2022年 7月4日10 时00分。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二）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三）
该宗地为政府储备地，权属清晰、无争议。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地上附
着物清表均已完成，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地
块不在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地块周边已通水、通电、通路，完成土地
平整，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综上，该地块具备净地出让的条
件。（四）土地出让成交后，竞得人须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签订
《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与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海南（昌江）清洁能源高
科技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
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由海南（昌江）清洁能源高科技
产业园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土地使用权人履行《海南省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执行情况。（五）土地出让成交价款的支付方
式：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付清全部
土地出让价款。（六）按正常工作时间（8:30～12:00，14:30～17:30）
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七）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
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十、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26630913、13398975899；联系
人：李先生、蒙先生。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投资强度（万元/亩）
起始价（万元）

CJ-2021-XHTP-11-01-1号

50年
≤20
≥120
381

地块面积

容积率
土地用途

规划用地性质
加价幅度

9743.46平方米
（合14.62亩）

≥1.0
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M1）
1万元及其整数倍

宗地坐落

建筑系数（%）
建筑限高（米）

停车位
竞买保证金（万元）

石碌镇太坡园区工业五路西侧

≥30
≤24

0.2个/100m2建筑面积。
381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昌自然资告字〔2022〕32号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石碌镇太坡园区工业五路西侧，地块编号
为CJ-2021-XHTP-11-01-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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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