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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自然资告字〔2022〕5号

地块编号

2712-
201756-1

位置

金马物流园物流一号路与
物流金三路交汇处东北侧

面积
（公顷）

1.410088

用地规
划性质

一类物流
仓储用地

土地
用途
仓储
用地

使用
年限

50年

容积率

≥1.0
建筑
密度

≤60%
绿地率

≤20%
建筑
限高

≤36米
起始价
（万元）

547

保证金
（万元）

547

备注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

准，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12-201756-1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均可参加竞买（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属境外机构（含港、

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工商主管部

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

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老城经济开发区入驻

要求，竞买人及申请项目须符合老城经济开发区产业规划以

及准入条件。

（二）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

次挂牌出让：1.在澄迈县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

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澄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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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及时改正的。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6月24日至2022年7月19日

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

交易）或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110-4号（澄迈县土地交易

所）咨询和领取《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

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2022年7月19日下午5点前（以实际到账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申请条件

的，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7月19日下午5

点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22年7月11日上午8点30分。

（二）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7月21日上午10点。

（三）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点30分至11点30分和下

午2点30分至5点30分（工作日）。

（四）挂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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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

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

（一）该地块土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用地

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

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均已补偿到位。目前该地

上的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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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

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净

地出让的条件。经核查，该宗地不属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

行为已经处置到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

（二）该地块符合澄迈县总体规划，属于省级产业园区开

发边界范围内，用地年度计划指标已列入我县2022年非农

业建设用地计划。该地块将用于油气勘探生产服务项目使

用。

（三）该地块建筑退用地界线距离：应符合日照、消防、视觉卫生、

防灾、抗震等要求；建筑间距满足国家、海南省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停

车位0.05个/100m2计容建筑面积。经查询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

管理系统，该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涉及装配

式建筑的，按照我省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和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相关要求执行。该宗地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项目建设前须按规

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措施防治地质灾害。

（四）该宗地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琼国

土资规〔2018〕7号）的相关要求，鉴于该项目控制指标已经澄迈县土

地出让价格会审会议以及澄迈县土地收储与供应联席会议审议通

过，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第5年

（如因乙方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开发建设计划发生变动，可报请

澄迈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对本协议达产时间进行适当调整），项目达产

时投资强度不低于1500万元/公顷（100万元/亩），税收不低于120

万元/公顷/年（8万元/亩/年），年产值均不低于1200万元/公顷/年

（80万元/亩/年），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

（五）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

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

（七）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

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澄迈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可以根据挂牌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再与

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

（八）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涉及水务、绿

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

管理规定。

（九）该宗地在挂牌成交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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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

任。

（十）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当立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土地竞买保证金在合同生效后

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效之

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

（十一）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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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吴先生、徐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21日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
19日结束。根据法国内政部20日公
布的统计结果，支持总统马克龙的中
间派联盟“在一起”获得的议席数虽然
领先其他党派，但未能达到绝对多数。

分析人士指出，在国民议会选举
中失去绝对多数优势，意味着马克龙
未来五年执政将面临更多阻力。同
时，左翼联盟和极右翼政党在此次选
举中崛起，反映出法国当下社会矛盾
加剧，社会撕裂越发明显。

未获绝对多数

法国内政部统计显示，中间派联
盟“在一起”获得245席，低于占据国
民议会绝对多数所需的289席；极左

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所在
的左翼联盟获得131席，成为议会最
大反对党派；玛丽娜·勒庞率领的极右
翼政党“国民联盟”也取得历史性突
破，获得89席；传统右翼政党共和党
获得61席。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又称立法选举，
执政党能否在国民议会中占据绝对多
数席位，将影响法国新总理人选任命及
政府组成，同时也对执政党今后施政有
重要影响。失去绝对多数席位，意味着
马克龙如果想要推行接下来的一系列
政策，就不得不在议会寻求中间派联盟
外其他政党的支持，而这意味着他将在
很多政策上做出让步。

施政面临压力

法国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在议
会选举结束后发表讲话说，目前的情

况“对国家构成风险”。此间分析人士
认为，马克龙阵营下一步将寻求与议
会其他政党特别是共和党的联合，以
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消息人士称，未
来几天，马克龙阵营将和共和党开始
谈判。

法国媒体分析认为，如果无法得
到其他阵营支持，马克龙可以参照历
史先例，放弃寻求议会绝对多数，保持
目前相对多数现状，并继续让博尔内
担任总理。

法国《回声报》在报道中举例指
出，1988年，左翼社会党人密特朗连
任总统，但社会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
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密特朗任命
社会党的米歇尔·罗卡尔担任总理。
此后，政府多次利用宪法第49条第3
款的规定，即在不提交国民议会投票
的情况下通过法律草案。虽然政府利
用宪法绕过议会的做法可能引发反对

派提出谴责动议，并争取绝对多数票
来推翻政府，但罗卡尔担任总理期间，
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不过《回声报》文章同时指出，自
2008年宪法改革以来，宪法第49条
第3款在使用上受到了更多限制，目
前只适用于财政或社会保障融资等法
律草案。如果马克龙选择效仿密特朗
的做法，那么未来他要想在国民议会
通过其他重要法律草案将无法绕过议
会，必须争取议会绝对多数议员的支
持。这无疑会令他在推行改革过程中
面临较大阻力。

法国社会撕裂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议会选举法
国政坛出现了中间派、代表中下层民
众利益的极右与极左翼政党三方角力
的新格局，反映出建制与反建制阵营

对立更加严重。
此次议会选举中，梅朗雄所在的

左翼联盟虽然没有获得议会绝对多数
席位，但已经成为议会最大反对党
派。极右翼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崛起
同样引发舆论关注，玛丽娜·勒庞不仅
本人在加来海峡省的选区中获胜连任
议员，她率领的“国民联盟”获得的议
席数更是首次达到可以组建议会党团
的要求。

法国政治学者热罗姆·圣-马里
指出，本次议会选举左翼联盟和极右
翼政党的崛起是法国政治的一个转折
点，反映出法国社会的撕裂。他指出，
马克龙在第一个五年任期并没有从根
本上进行改革，反而使阶级固化进一
步加深，法国底层民众和精英阶级的
对立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持续发酵。

（据新华社巴黎6月20日电 记
者唐霁 徐永春）

失去议会绝对多数

马克龙执政前景复杂

哥伦比亚选举机构19日晚公布总
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左
翼竞选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
候选人古斯塔沃·佩特罗战胜独立参选
的房地产大亨鲁道夫·埃尔南德斯，将
成为这个南美国家的下一任总统。

最终计票结果几天后才会公布，
但大势已定，哥伦比亚政坛呈现一派
和谐气氛。埃尔南德斯很快承认败选
并向佩特罗道贺；包括现任、前总统在

内，对立阵营主要人物也向佩特罗表
示祝贺。

从游击队员到经济专家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选举结果最关
注的是，佩特罗曾参加哥伦比亚左翼游
击队M-19（“4月19日运动”），其当选
意味着美国视为“后院”的拉美地区出
现又一个左翼政权，尤其是哥伦比亚向
来与美国关系密切，政坛长期由中右翼
政党主导，这一变化更加显眼。

除了左翼长期执政的委内瑞拉、古
巴，拉美国家中，智利、秘鲁、洪都拉斯
去年选出了左翼总统；巴西劳工党创立
者、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正领跑今年
总统选举民调。墨西哥、智利、秘鲁总
统均公开向佩特罗表达祝贺和支持。

佩特罗现年62岁，拥有经济学硕
士学位，现任国会参议员，年轻时曾加
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于哥伦比亚

的“4月19日运动”。这一反政府组
织后来成立政党，1990年与政府签署
和平协议、放下武器，影响力逐渐消
亡，但不少原成员成为政坛活跃人物，
包括佩特罗。

这是佩特罗第三次竞选总统。上
一次在2018年，当时首轮投票排第
二，第二轮败给现任总统伊万·杜克。

第二轮投票中，超过99.9%的选
票 已 经 统 计 完 毕 ，佩 特 罗 获 得
50.48%，对手埃尔南德斯 47.26%。
两人在首轮投票中均未过半，通过第
二轮决一胜负。

佩特罗向政治对手伸出橄榄枝，称
就职后欢迎任何在野党成员到总统府

“讨论哥伦比亚面临的问题”，称他将聆
听不同社会群体呼声，包括“农民、原住
民、妇女、青年人等沉默的大多数”。

如无意外，佩特罗将在 8 月就
职。杜克19日说，他已打电话祝贺佩
特罗，将很快会晤对方并启动和谐、透

明的权力过渡程序。

选民求变 难题不少

佩特罗在竞选中承诺严厉打击腐
败、大举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以造福低收
入阶层、对富人和大企业加税等。不
过，美联社援引美国智库人士的分析报
道，由于“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在国
会两院并不掌握多数议席，佩特罗想要
推动改革不易，恐怕要向另外十来个有
议席的政党做出不少妥协。

他还承诺上台后要与哥最大的反
政府武装“民族解放军”和谈；改变往
届政府打击贩毒团伙及相关暴力活动
的策略。

哥伦比亚贫困人口比例将近
40%，又受新冠疫情冲击，提振经济将
是新一届政府另一大难题。按照美联
社的说法，近年来贫富差距扩大、物价
上涨和暴力频发等因素导致大部分选

民在5月29日首轮投票中背弃传统
主流政党，青睐两名相对属于“圈外”
的人物，希望国家迎来转变。

佩特罗能否带来重大改变尚待观
察，但有一个变化可以确定：他的竞选
搭档、现年40岁的弗朗西娅·马克斯将
成为哥伦比亚首位非洲裔女性副总统。

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北部，是拉
美地区人口第三多的国家。哥伦比亚
历史上原为印第安人居住地，16世纪
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10年7月20日
第一次宣布独立。在那之后，哥伦比
亚经历殖民者镇压和内战，直至1819
年彻底结束西班牙殖民统治。其后经
历多年政治动荡，1886年改国名为哥
伦比亚共和国。

依据哥伦比亚2015年修改的宪
法，总统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武装
部队最高统帅，直选产生，任期四年，
不可连选连任。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哥伦比亚迎新总统 政治传统会转向吗?

6月19日，佩特罗在哥伦比亚首
都一处投票站投票。 新华社发

6月19日，消防员在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阿
尔塔苏附近灭火。

近日，西班牙多地发生山林火灾。西班牙国
家气象局预报显示，该国全境面临火灾高风险或
极高风险。 新华社/路透

西班牙多地发生山林火灾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推出
碳排放计算工具

据新华社多哈6月19日电（记者杨元勇）国
际航空运输协会19日宣布推出一款线上碳排放
计算工具，可为商业客运航班提供准确的二氧化
碳排放计算。

第78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会暨世界航空运
输业峰会19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幕。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当天发表公报说，该协会新推出的碳排放
计算软件可为任一商业客运航班提供精确的二氧
化碳排放计算，以满足对航空业碳排放数据透明度
日益增长的需求。这款软件使用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今年3月发布的二氧化碳计算方法，它计算的数
据与实际燃油消耗信息及载客率相关。

德国不看好瑞典
和芬兰“快速入约”

德国政府高层人士20日说，德国对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在下周举行的峰会上批准瑞典和芬兰加
入不抱太高期望。不过，德国仍对各方最终达成
协议“有信心”。

北约峰会将于29日和30日在西班牙首都马
德里举行。法新社援引德国政府高层人士的话报
道，瑞典和芬兰可能无法快速加入北约。

瑞典和芬兰5月18日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的
申请。按照规程，北约必须在30个成员国“一致
同意”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反对瑞典和芬兰加
入，指责这两个国家为库尔德工人党提供庇护，并
要求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

刘江（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