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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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澄迈量子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Q86E9C) 法 人:
于海凤（身份证号码:230231****
09254028），因贵司拖欠租金及私
自闭店未营业行为，根据合同条
例，我司与贵司解除《商铺租赁合
同》及《商业管理服务合同》，我司
即根据合同规定清空和收回该铺
面。特此通知。

澄迈盈城实业有限公司
澄迈锦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6月4日

●海南省保亭质量技术监督技术
所不慎遗失专用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Z6410001610801，
声明作废。
●祁守众遗失坐落于东方市八所
镇十字路南侧海榆西线公路东侧
鸿坤·理想海岸小区302栋103房
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琼（2019）
东方市不动产权第0013842号，声
明作废。
●林金霞遗失坐落于乐东县抱由
镇乐祥路北华信广场B区第3幢
住宅楼 1601 房不动产权登记证
书，证号：琼（2020）乐东县不动产
权第0002125号，声明作废。
●边祓民不慎遗失警官证一本，编
号为：02079，声明作废。
●边祓民不慎遗失公务卡一张，尾
号为：2754，声明作废。

●海南省保亭质量技术监督技术
所不慎遗失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38947101，
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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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
广场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李
恒 顾天成）目前，全国疫情呈现稳定
下降态势，但局部地区仍有小幅波
动。端午假期如何做好疫情防控？
群众出行怎样确保安全有序？老百
姓的“菜篮子”供应如何保障？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近日作出
回应。

“各地要统筹做好假期疫情防控
和群众正常出行需求，科学引导人员
安全有序出行。”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
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表示，各
级政府要切实压实四方责任，强化疫
情监测预警，加强对机场、车站、码头
和公共交通工具等重点部位人员和设

备的配置。
同时，相关部门要做好群众出行

服务保障，合理设置核酸检测点，减少
排队时间，避免人员聚集；景点景区也
要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等要求，科
学精准控制人流量。

雷正龙建议群众合理安排出行
时间、出行方式，提前了解目的地疫
情风险等级和防控政策，避免前往中
高风险地区，减少大规模人员聚集性
活动，确保不因假期出行造成疫情传
播扩散。

“菜篮子”产品与老百姓的生活息
息相关，是重要的民生商品。

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

一步抓好春季农业生产措施，确保
粮食丰收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农
业农村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统
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
产工作导则》，明确没有发生疫情的
地区，严禁以防疫为由擅自设卡拦
截、随意断路封村、不让农民下地；农
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
门要求千方百计稳定“菜篮子”产品
生产供应，多措并举畅通“菜篮子”产
品运输通道，切实用足用好“菜篮子”
产品对接机制……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当前我国肉
蛋奶、果菜鱼生产形势较好，供应总
量充足，市场保持平稳，完全可以满

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农业农村部
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宋丹阳介绍，
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多次紧急
调度和部署生产，加强监测对接，组
织重点批发市场加大对上海、吉林等
地“菜篮子”产品供应，动员电商企业
对疫情严重地区予以重点保障，并将
农产品及农业生产物资纳入重点运
输物资保障范围。

“端午假期我国重点‘菜篮子’产
品的市场供应是有充分保障的，价格
也有望保持基本平稳。”宋丹阳说，下
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
导各地落实好分级分类差异化防控措
施，保障农业生产有序开展，进一步压

紧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全力做
好稳产保供工作。

新冠疫苗接种是疫情防控的基
础，能够形成较好的保护屏障。

截至6月1日，全国累计报告新
冠疫苗接种超33.8亿剂次。60岁以
上老年人接种覆盖人数达23021万
人，完成全程接种21825.2万人，完成
加强免疫接种16913.5万人。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总体进展顺
利。”雷正龙表示，部分省份积极开拓
思路，积累了较多接种工作经验，国家
卫生健康委将这些经验向各省份进行
了推广，要求各地进一步压实责任，精
心组织，高效推动疫苗接种。

端午假期如何做好疫情防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作出回应

战事焦点“北移”

自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马里
乌波尔便是俄军的重点目标，俄乌双
方围绕此地展开了历时2个多月的激
烈争夺。俄罗斯国防部5月20日表
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市。
此后，战场焦点“北移”至顿涅茨克地
区东北部和卢甘斯克地区西部。

目前，俄乌争夺焦点是卢甘斯克
地区的利西昌斯克和北顿涅茨克，其
中北顿涅茨克被乌军视为在顿巴斯地
区的最重要据点之一。据乌克兰国家
通讯社6月1日报道，俄军已控制了
北顿涅茨克市70%的地区。

总体来看，俄军依旧占据战场主
动。泽连斯基日前承认，乌军面临的
形势非常困难。他日前视察了哈尔科
夫州前线，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方

“将捍卫国土到最后一人，我们将继续
战斗并一定能胜利”。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特别
军事行动将持续到既定任务全部完成
为止。俄军曾表示，特别军事行动新
阶段的任务之一是“完全控制顿巴斯
及乌克兰南部”。

俄军事专家列昂科夫认为，乌军

在“顿巴斯之战”中形势不乐观，从顿
巴斯撤军、留下有生力量重整防线，或
许是乌军最理智的选择。而乌克兰未
来关系研究所研究员特什克维奇认
为，俄军无法在短期内控制顿巴斯全
境，乌方并没有放弃“粘性阻击”战术，
即在有良好防御阵地的地区发起战
斗，在其他地区打击敌方补给线和实
施机动作战，以实现最大程度消耗敌
人的目的。

和谈分歧难解

4月初发生“布恰事件”之后，俄
乌谈判中断。俄方多次强调没有关闭
谈判大门，而泽连斯基多次重申，俄军
应撤回到冲突前军事接触线或边界线
位置，在此情况下双方才能恢复“正
常”谈判。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
德韦杰夫对此表示，泽连斯基提出的
停战条件原则上毫无可能。

近期，欧洲部分国家加强对俄外
交斡旋，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法国总统
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等人先后与
俄总统普京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
势。土耳其也积极推动俄乌对话。但
从结果看，上述外交行动对重启俄乌
谈判收效甚微。

梅德韦杰夫指出，俄方有两条谈
判红线：克里米亚主权问题不可谈；顿
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已选择自身命
运，谈论在乌克兰框架内的“自治”没
有意义。

特什克维奇认为，俄乌冲突事实
上已发展为“长期战争”，“活跃阶段”
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更长，接下来的关
键是讨论停火协议的有关条件，但即
使达成停火，也将非常脆弱。

俄军事专家佩伦德日耶夫认为，
基辅没有谈判自主权，俄方真正的谈
判对象是西方国家，但目前“西方还没
有准备好进行认真的谈判”。

西方拱火浇油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西方对俄极
限施压，在经济、金融、能源和文化等
多领域对俄罗斯实施多轮严厉制裁。
同时，西方对乌持续进行军事援助，从
最初的头盔、防弹衣到现在的重型武
器、高精尖武器，军援力度不断加强。

美国总统拜登5月31日批准最
新一批对乌克兰武器援助，包括应乌
方要求提供射程较远的多管火箭炮系
统。此外，乌国防部5月28日说，乌
方正从丹麦、英国和荷兰接收一批“鱼

叉”反舰导弹系统，以用于黑海地区的
防御，其他伙伴国家也将陆续向乌方
供应这种导弹。与此同时，欧盟日前
通过对俄第六轮制裁，禁止进口75%
的俄石油。

对此，普京强调，西方持续向乌方
输送武器十分危险，这可能导致局势
进一步紧张和人道主义危机恶化。俄
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5月28日说，西
方武器大量涌入乌克兰“显著引发冲
突扩大的风险”，美方如果向乌方运送
远程火炮系统，对俄方而言将是“不可
接受”的。

乌国际问题专家布扎罗夫认为，
拜登日前签署4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
兰法案，预计未来美将持续加强对乌
军援。俄独立政治学家格沃尔吉扬
说，在此情况下，不可能指望俄美关系
有大的进展，双方在战略对话、伊朗核
问题等议题上的合作也无从谈起。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事实上
西方已对俄发起“代理人战争”，俄与
西方关系走向何方完全取决于西方。
当西方陷入“反俄狂热”，即使他们提
议以某种方式重启对俄关系，俄方也
不得不认真考虑“是否值当”。

（新华社莫斯科6月3日电 记者
刘恺 李东旭 耿鹏宇）

俄乌冲突百日 局势如何演变

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
别军事行动到6月3日已经
百日。目前，战事焦点是卢
甘斯克地区的利西昌斯克和
北顿涅茨克，从俄乌双方公
布的战报看，双方在北顿涅
茨克的争夺已经白热化。

俄方多次强调特别军事
行动将实现所有“既定目
标”，而乌总统泽连斯基喊话
将“战斗到底”。与此同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续
对俄极限施压，不断加大对
乌军事援助。

分析人士认为，俄乌谈
判立场迥异，美西方不断拱
火，短期内和平无望，战事或
进一步升级。俄乌冲突还会
持续多久，最终以何种方式
结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战局未来走向。

6月3日，2022年“屈原故里”中国龙舟争霸
赛（宜昌）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三峡大坝前举
行，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16支龙舟队
伍的400多名选手乘风逐浪、一决高下。图为龙
舟赛现场。 新华社发（伍志尊摄）

三峡坝前赛龙舟
屈原故里迎端午

水利部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应对多地暴雨洪水

据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端午假期期间，据
预报我国多地将发生暴雨洪水，水利部3日14时
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同时，针对江西、湖南、广西、
贵州四省区可能发生的汛情，启动洪水防御Ⅳ级
应急响应。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端午假期期间，据
预报南方多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广西西江干流及
其支流柳江、桂江、贺江，广东北江，湖南湘江、资水、
沅江，江西抚河、修水、信江、饶河、赣江，浙江钱塘
江，福建闽江，贵州乌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
程。其中，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贺江，湘
江、资水、沅江等江河的部分河段将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注
意防范。同时，针对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省区
可能发生的汛情，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指
导上述地区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四川雅安地震
已造成14427人受灾

据新华社成都6月3日电（记者李力可 吴
光于）记者3日上午从雅安市“6·1”芦山地震市县
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
月3日凌晨5时，地震共造成4人死亡（均在宝兴
县）、42人受伤（宝兴县31人，芦山县11人）。据
初步统计，地震共已造成雅安市14427人受灾。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市县三级紧急调集应急
救援、武警、消防、医疗、公安、民兵等救援力量
7800余人、装备4300余台（套），组建搜救小分队
开展拉网式巡查搜救，暂未发现房屋倒塌、人员被
困等情况。截至目前，雅安全市房屋严重损坏
135间、一般损坏4447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