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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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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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买人及申报项目须严格按照澄迈县产业规划要求开发建设。

(二)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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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至2022年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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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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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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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上午8点30分。
（二）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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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0-201808、27010-202139号等2宗地块土地补偿

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位。目前
该2宗地的地上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
条件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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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7010-201808、27010-202139号等2宗地块符合澄迈县
总体规划，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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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0-201808号地块将用
于建设水产品加工项目；27010-202139号地块将用于建设农副食品
加工生产项目。

（三）27010-201808 号地块建筑退道路红线距离：10 米；
27010-202139 号地块建筑退道路红线或防护绿地距离：12米；
27010-201808、27010-202139号等2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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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位不少于0.15个/100m2建筑面积。项目
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总面积的7%。经
查询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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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用地已开展节地评
价工作，并编制节地评价报告。上述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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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0-201808、27010-202139号等2宗地块出让控制标
准符合《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琼国土资规〔2018〕7
号）的要求，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第
2年，项目达产时投资强度不低于4500万元/公顷（300万元/亩），税
收不低于180万元/公顷/年（12万元/亩/年）,产值不低于7500万元/
公顷/年（500万元/亩/年），竞得人须按照4亩一个招工指标解决失地
农民就业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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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0-201808、27010-202139号等2宗地块在挂牌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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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

澄自然资告字〔202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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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0-201808、27010-202139号等2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
编号

27010-
201808

27010-
202139

位置

老城经济开发区工
业大道4.09公里处

南侧地段

老城经济开发区南
一环路与新兴路交
汇处东北侧地段

面积
（公顷）

0.294964

0.557734

用地规
划性质

一类工
业用地

二类工
业用地

土地用
途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使用
年限

50年

50年

容积
率

≥1.0

≥1.0

建筑
密度

≤50%

≤50%

建筑
系数

≥30%

≥30%

绿地率

≤20%

≤20%

建筑
高度

≤36米

≤36米

起始价
(万元)

130

246

保证金
(万元)

130

246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海口市海甸三东路海雁别墅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207HN016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海甸三东路海雁别墅
C-01栋，挂牌底价为人民币4167279元。标的建于1993年，钢混
结构，南北朝向，建筑面积394.33m2，共三层，土地使用权面积
174.12m2，权利性质为出让。小区开发程度高、周边交通便捷，商
业繁华，学校等公共设施配套完善。房屋目前闲置。

公告期：2022年7月6日至2022年7月19日。受让方资格条
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
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产权交易4号窗口，电话：0898-
66558003施女士、65237542刘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7月6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行《省道
S203铺文线铺前至宋氏祖居段改建工程项目
（文昌段）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公示启事

根据市政府的工作要求我局组织开展《省道S203铺文线铺前至
宋氏祖居段改建工程项目（文昌段）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该
方案已经市政府专题会议审议通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
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2年7月6日至
2022年8月4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网站、文昌市政府网站，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
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
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
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刘筱。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6日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海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资深编导、摄像记者、后期包装师、新媒

体编辑，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工作需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二）坚持公开、

平等、竞争、择优选拔。（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应聘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2.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事

业心和责任感强。3.工作积极主动，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

队合作精神，能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4.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

学历、专业、年龄及其他资格条件。5.身心健康，具有正常履行

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1.尚未解除党

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

的。3.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违纪违规且处理期

限未满的。4.失信被执行人。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报

考的情形。

（三）招聘岗位及素质要求

1.资深编导（1名）。（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编导、新闻、广

告等相关专业，三年以上节目编导/后期编导经验；（2）年龄原则

要求3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3）具有独立完

成视频产品的执行能力，擅长选题策划、脚本撰写、把控制作流

程，能指导团队拍摄、剪辑、审核、发布；（4）熟练掌握网络直播流

程设计、把关。

2.摄像记者（2名）。（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三年以上摄

像摄影及新闻采访工作经验者优先；（2）35周岁以下，身体素质

较好，能胜任复杂环境下的采访任务；（3）熟练掌握视频拍摄的

专业技能，并能独立完成视频的剪辑制作。

3.后期包装师（1名）。（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三年及以

上视频后期包装工作经验者优先；（2）年龄原则要求35周岁以

下，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3）擅长影视后期特效制作，

熟悉前期拍摄到后期剪辑的流程，拥有较强的分镜脚本理解能

力，会针对性地进行创意包装；（4）熟练使用影视后期软件，如：

Adobe Premiere Pro/Final Cut Pro、Adobe After Effects、

CINEMA 4D、DaVinci等后期剪辑及包装软件，具有较强的审美

能力和学习能力。

4.新媒体编辑（3名）。（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三年以上

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2）年龄原则要求3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

者年龄可适当放宽；（3）熟悉各类新媒体平台运营，具备独立策

划、编发能力；（4）对时政、财经类报道有较多关注和研究，有深度

报道经验者优先；（5）能熟练使用电脑办公软件、图片处理软件，

会剪辑制作短视频者优先。

三、招聘时间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7月1日至7月15日止

（二）报名要求

1.应聘人员须如实、准确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

表》（海南日报客户端下载），文件按“岗位+姓名”的格式命名，并

采用普通附件方式在报名有效期限内发送至报名邮箱。2.招聘邮

箱：hndailyjob@163.com。

四、录用程序
（一）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信息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参

加考试人选。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不符合应

聘条件等的，一经发现，取消其应聘、考试、录用资格。

（二）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三）录用。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选，

并开展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查，考试总成绩出现并列

的，按笔试成绩确定排名顺序。

（四）体检。对拟录用人员安排入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取

消录用资格。

（五）聘用。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结合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

现情况调查结果，按相关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员。录用人员原则

上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考核不合

格的，按规定取消聘用。

（六）递补说明。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放

弃资格的情况及空缺名额，可从同一岗位且考试达到规定的合格

分数线以上的人员中，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五、联系方式：林女士 0898-66810854

宋先生 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2022年菲尔茨奖
在芬兰揭晓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7月5日电（记者陈静 徐
谦）被称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的菲尔茨奖最新获
奖名单5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揭晓，来自法国、
美国、英国和乌克兰的4位年轻数学家获颁殊荣。

今年的获奖者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的雨
果·迪米尼-科潘，方向是概率论；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的韩裔数学家许埈珥，方向是组合几何；英国
牛津大学的詹姆斯·梅纳德，方向是数论；就职于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乌克兰数学家马林娜·
维亚佐夫斯卡，方向是组合几何。

菲尔茨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
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
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

《华尔街日报》指出，对出口和
制造业的依赖已经成为德国经济的
软肋。德国每四个就业岗位就有一
个依赖出口。

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
德国经济分析师奥利弗·拉考说，最
新宏观数据表明，德国经济从结构
上非常依赖外部需求以及原材料、
能源和中间产品的外部供应。

随着全球经济放缓，围绕美国和
欧洲经济衰退的担忧也在加剧，出口
前景似乎正在变得黯淡。本月1日公
布的一项德国制造商调查结果显示，
德国6月出口订单连续第四个月减少。

一些分析师警告，如果俄罗斯
继续减少甚至完全停止天然气供
应，德国可能不得不实施天然气配
给制，整体经济形势将更加严峻。

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亚丝明·
法希米日前接受《星期日图片报》采
访时说，“由于天然气瓶颈，所有产
业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崩溃危险”，化
学品制造、玻璃制造、铝业等汽车产
业的重要上游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这种崩溃可能对德国整体经济和
就业形势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受乌克兰局势影响

德国出现30多年来首次贸易逆差
德国联邦统计局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工作日和季节性变化调整，德国5月出口额环

比萎缩0.5%，进口额环比上涨2.7%，贸易逆差10亿欧元。按照一些西方财经媒体的说法，
受乌克兰局势及进口油气价格飙升影响，5月德国出现30多年来首次贸易逆差。

与去年同期相比，德国5月出口
增加11.7%，进口增加27.8%。但从
环比数据看，今年前5个月，出口额
已经三次下滑。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
是自1991年、即德国统一后第二年
以来，德国单月进口额首次超过出
口额，凸显乌克兰局势对这一欧洲
最大经济体的影响。

今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

特别军事行动以来，能源价格飙升
打破德国贸易平衡，导致德国从俄
罗斯及其他能源供应国进口成本大
幅增加。在此之前，德国市场上超
过5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一些经济分析师预期，6月德国
贸易逆差还会扩大，缘由是俄罗斯
对德国天然气供应量减少60%，迫
使德国进口商以更高价格从现货市
场购买替代产品。与此同时，德国

对俄罗斯出口因为西方对俄制裁而
锐减。俄罗斯多年来一直是德国制
造商的重要市场。但今年5月，德国
对俄出口同比减少超过50%。今年
头5个月，德国从俄进口同比增加
54.5%，对俄出口下降29.8%。

“出口低迷已经开始，”德国工商
大会外贸事务主管福尔克·特赖尔
说，“出口商越来越没有能力把供应
链造成的成本上涨转嫁给国际客户。”

开始低迷

前景黯淡

澳大利亚央行
年内第三次加息

据新华社悉尼7月5日电（记者郝亚琳）澳大
利亚储备银行（央行）5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
个基点至1.35%，同时上调外汇结算余额利率50个
基点至1.25%。这是澳央行今年以来第三次加息。

央行行长菲利普·洛在当天发布的月度货币
政策声明中表示，连续加息的主要原因是应对通
货膨胀。他表示，澳大利亚通胀走高主要受国际
因素影响，特别是现阶段全球通胀正处于高位，新
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问题、地缘冲突等因素都进
一步加剧高通胀。

7月4日，堕胎权支持者在美国纽约举行示
威游行。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 24日推翻近半个
世纪前在联邦层面确立堕胎权的判例“罗诉韦
德案”，取消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引发广泛
争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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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0个成员
国5日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议
定书，向北约正式“北扩”继续迈
进。目前，俄罗斯方面会作何反应
还不得而知。

按照程序，北约成员国将各自
按程序对议定书予以审批。路透社
报道，通常而言这一过程耗时大约
一年。

议定书签署后，北约秘书长延
斯·斯托尔滕贝格、北约各成员国代
表及芬兰和瑞典外交部长集体合

影，芬兰和瑞典外长手中各自举着
已签署的议定书。

斯托尔滕贝格称签署议定书是
“历史性时刻”。瑞典外交大臣安·
林德在社交媒体写道，各个成员国
批准议定书的程序已经启动。

尽管芬兰和瑞典仍未“走完程
序”，但在议定书签署后已经可以参
加北约会议、获取更多北约情报
等。不过，两国目前还不受北约集
体防卫机制保护。

围绕议定书后续审批，美联社

等多家媒体报道，尽管北约成员国
土耳其已经改变主意、同意瑞典和
芬兰加入，但其批准议定书的前景
仍充满不确定性。

芬兰和瑞典5月18日正式递交
加入北约的申请，土耳其多次公开予
以反对。三国随后就此多轮磋商，6
月28日签署备忘录，确认土耳其同
意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两者
则承诺将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及其
分支方面与土方“全面合作”等。

不过，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6月30日警告，芬兰和
瑞典应首先兑现承诺，否则议定书将
不会被送交至土耳其议会予以审批。

北约在成立后经过前后总共8
次扩充，成员国增至30个。多家媒
体报道，北约一再东扩不断压缩俄
罗斯安全空间，如果“北扩”至芬兰
和瑞典这两个原本中立、长期奉行
军事不结盟政策的北欧国家，可能
进一步加剧与俄罗斯冲突。

议定书签署前不久，芬兰东南
部毗邻俄罗斯的拉彭兰塔市市长提

议可在该市设立北约基地。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

里·佩斯科夫5日回答记者提问时
说，关于俄方如何回应可能部署在
与俄罗斯接壤地带的北约基地，这
将由俄罗斯国防部作出决定，而不
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

他重申，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早已评估过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相关事项，“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我
们有相关计划，我们正在努力确保我
们的安全”。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堕胎权支持者
在美国纽约举行示威游行北约签署芬兰、瑞典加入议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