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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公开选聘德信·滨江绿都小
区物业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的公告

一、招标单位：德信·滨江绿都小区业委会。二、选聘内容：具
有物业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资质的机构。三、报名需提供的材料：1.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2.工商营业执照、组织
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3.企业简历及近
三年的业绩；4.中国海南政府采购网、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网登记备
案通过的网上截图；5.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等
渠道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网页截图并加盖公章）。四、报名时间、地
点、联系方式：1.报名时间：2022年7月20日～2022年7月23日，工
作 日 上 午 8:30～12:00，下 午 2:00～5:30；2. 报 名 邮 箱 ：
16265209@qq.com；3.报名地点：滨江绿都（大家都有正常工作，请
各单位配合发邮箱或快递，感谢配合）；4.联系人：易女士；5.电话：
13337629433。 德信·滨江绿都小区业委会 2022年7月20日

（二）宗地净地情况：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
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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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二、本次挂牌出让限房价，竞地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同时该宗地设定最高报价为14886.795
万元（折合165万元/亩）。当竞买人持续竞价达到设定最高报价
14886.795万元（折合165万元/亩）时，则现场转入以摇号方式确定
竞得人。按照摇号规则，摇号中签者即为该宗地使用权竞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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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号的竞买人为该宗地使用权竞得人。三、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
土地后，竞得人须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
2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1
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
纳。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
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
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全国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二）安居型商品住房套型建筑面积最大不
超过120平方米，并实行全装修和采取装配式建筑的方式建造，住宅
室内装修标准不低于1000元/平方米。安居型商品住房的销售指导
均价为8300元/平方米，地下车位每个销售价格不高于7万元。（三）
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建设要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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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配套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
和水、电、路、气、光等“五网”基础设施。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四）本次宗地属我市2022年安居房项目建设中的二期项目用地，根
据该地块整体项目规划，竞得人必须配建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幼儿
园（幼儿园建造费由一期项目竞得人按比例支付，金额为1150万元）
和不少于350平方米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幼儿园和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竣工验收后无偿交付市政府或其指定的部门使用。竞得该宗
土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
部门的行业规定，在五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建设并达到
房源交付条件。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以及
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
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
人造成土地闲置，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执
行。（五）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
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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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竞买人
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
地条件无异议。（六）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
（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规定，
本次出让宗地城镇住宅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460
万元/亩，不设定年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
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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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七）竞得土地后，竞得人拟在文昌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的，应在竞买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八）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
矿、消防、环保、土壤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九）该宗地安居型
商品住房实行现房销售制度，按《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原建设部令
第88号）有关规定执行。四、竞买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
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
价。根据片区产业规划发展要求，保障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建设品
质，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初审。申请人应
具备的其他条件：（一）申请人须具备上述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
地竞买保证金，经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
买资格确认书。（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
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
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
用权等违法行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
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
金的。（三）为了保证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的品质，竞买人需为《财富》
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或上述公司的关联公司（仅指股权关系关联的
公司，参股比例不低于50%）。（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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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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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08：30至2022年8月19日17：00
（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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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9日17：00。（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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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08：30至2022年8月
19日17：00。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宗地设有
底价，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二）其他未尽事宜按照
海南省人民办公厅《关于开展安居型商品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
意见》（琼府办〔2020〕21号）等省、市安居房相关政策执行。（三）本次
挂牌服务费（佣金）由竞得人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收费标准，支付给
代理挂牌中介服务机构。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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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2日08：30至2022年8月22日10：00。
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08：30至11：30及14：30至17：
00。（三）挂牌报价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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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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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咨询方式：（一）
交易业务咨询。联 系 人：林先生、蒙先生。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13398975899。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
com、http://lr.hainan.gov.cn/、http://zw.hainan.gov.cn/gg-
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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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咨询电话：0898-66668096；
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20日

地块名称
文 国 土 储
（2022）-57号
备注：

宗地坐落
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南三环
路西侧（新党校周边）地段
该宗地建成后的安居型商品住房销售对象为本地城镇居民和引进人才。

总面积（平方米）
60148.98平方米
（折合90.223亩）

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安
居型商品住房）

使用年限（年）

70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2.3，建筑密度≤25%，
绿地率≥40%，建筑限高≤45米

起始价（万元）

14345.5317

竞买保证金（万元）

8607.3190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22〕18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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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及
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催告函

三亚久元投资有限公司：
贵方于2015年2月3日与我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我方

向贵方转让我方持有的海南詹尼游艇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为人民币500万元。截至目前，贵方仅支付首期转让款200万元，
在我方多次催告下仍未通知我方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导致剩余
转让价款300万元未达支付条件。贵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现我方
正式催告如下：限贵方自收到本函之日起3日内立即向我方出具关
于股权变更需要我方签署的所有材料、文件或手续，配合我方到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如贵方再次拖延，请贵方自收
到本函5日内一次性向我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300万元。

特此致函！
三亚屿阳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0日

《海口江东新区三组团国际文化交往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
JDWH-05-G05和JDWH-05-G09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

公示启事
根据江东新区发展需要，我局拟按程序启动《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文

化交往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WH-05-G05和JDWH-05-G09
地块规划修改工作。根据相关文件要求，为广泛征询社会公众及周边
利害关系人意见，现按程序对该项目JDWH-05-G05和JDWH-
05-G09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
（2022年7月20日至2022年7月28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
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
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
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
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
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7，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7月20日

海南大学自助打印机投放
场地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2207HN0166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招租海南大学自助打印机投放

场地，招租底价为7585元/月租金（场地使用费），租赁期限至2025
年6月30日。承租方须按要求提供41台自助打印机及相关服务，
自助打印机投放分布为海甸校区25台，城西校区2台，儋州校区14
台。竞租保证金5万元。公告期：2022年7月20日至2022年8月
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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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千里运河，迤逦穿行。大运河见
证着中华民族的奋斗与兴盛。两千多
年来，她以世所罕见的时空尺度流淌
至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大
运河也为世界所瞩目。2014年，大运
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条贯穿南北5大水系、流经8
个省市的千年水脉如何更有光彩地流
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牵挂，念
兹在兹——

2017年2月，北京通州大运河森
林公园，习近平总书记察看大运河沿
岸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时深刻指出，“保
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
责任”“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
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4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
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

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
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

“大运河作为‘流动的文化’，既是
时间上的流淌，也是空间上的绵延。
穿越2500多年、蜿蜒近3200公里，串
联起运河沿岸的一座座城市。她是润
泽百姓的水脉，更是传承历史的文
脉。”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文博考
古分院院长贺云翱说。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下，各
项保护工作整体规划、有序推进：建立
遗产档案和监测系统，制定一系列保
护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地方性法
规，出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
划纲要》。大运河文化的统筹保护、传
承利用握指成拳。

2020年11月，扬州运河三湾生

态文化公园，习近平总书记沿着亲水
步道一路察看，了解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取得的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
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
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
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
人民”“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
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
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
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
利条件”。

“当时我带着儿子就在现场。听
到总书记那么关心大运河，我们感到
温暖而充满信心。”扬州市民张庆深有
感慨，“我家几代人都在运河边长大，
大运河是我们生存的家园，更是不可

割舍的根脉。”
进入7月，迎来暑期旺季。作为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标志性项
目，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每天1.5
万张预约门票，经常在周末实现“秒
空”，成为古城扬州新的文化地标。

“博物馆因‘运’而生，在沉浸式参
观体验中，成年人可以探寻大运河的
历史，了解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儿童可
以在互动体验中走近大运河、爱上大
运河，感知流动的文化遗产就在我们
身边。”博物馆馆长郑晶说。

以生态起笔、以文化落笔，串珠成
链，一条“文化玉带”串联起沿岸无数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掀开大运河
历史的崭新篇章——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正日渐复苏，
大运河博物馆正在以“运河之舟”形象

拔地而起；扬州打造集传统与现代于
一身的“非遗”文化园，成为年轻人网
红打卡地、学生研学首选地；苏州以

“运河十景”项目建设提升运河景观风
貌，恢复古驿站、水码头等文化遗存，
在大运河畔续写着姑苏繁华……

沿线35座城市发力打造大运河
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
带，运河百景熠熠生辉，悠悠运河水带
动一座座城市焕发文明活力。曾担任
大运河联合申遗办主任的扬州市文物
局原局长顾风感慨说：“大运河迎来了
2500多年岁月里新的生命周期！”

从历史时光里的舳舻千里、渔火
延绵，到现实图景里的物阜民丰、水清
岸绿，大运河传承文脉，生机澎湃。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记者
蒋芳 包昱涵）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
外大使：

一、免去李连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特命
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李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

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免去杜小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佛得角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徐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佛

得角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免去刘豫锡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非盟使团团长、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胡长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非盟使团团长、特命全权大使。

四、任命陈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尼加拉瓜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习近平的文化情怀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中国共
产党中央和国家机关代表会议7月
17日至 19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
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二十大代
表选举工作部署要求，选举产生中央
和国家机关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动
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奋发有为、扎实工作，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党中

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丁薛祥、王毅、肖
捷同志当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和国家
机关工委书记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丁薛祥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代表会议代表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
政治标准，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
精神，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正确履行

职责，郑重行使权利，严格按组织原则
和选举规定办事，使代表选举工作成
为发扬党内民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的生动实践，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切实走好践行“两
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会议通过差额选举，产生了293
名中央和国家机关出席党的二十大代
表。选举产生的代表中，既有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又有工作第一线党员，还
有一定数量的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
和专业技术人员党员，符合中央提出
的代表结构比例要求，体现了代表的
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家机关代表会议
选举产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就美方出台新一轮售台武器计划

中方已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记者朱超）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19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出台新
一轮售台武器计划，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
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应询称，根据“与台湾关系
法”，美方有义务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用品和服
务，使台湾保持足够自卫能力，这完全符合美方一
个中国政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昨天我们已就美出台新一轮售台武器计划
阐明中方严正立场。我要重申，中方对此坚决反
对，予以强烈谴责，我们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
涉。”赵立坚说。

赵立坚表示，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单
方面炮制的国内法，严重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与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背道而驰，中方从未承认、一贯反对。
美方根本没有资格拿着这样一部国内法招摇过
市，干涉中国内政、向台湾出售武器。

赵立坚表示，不论是一个中国原则还是一个
中国政策，其核心都是一个中国。承认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是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作出的郑
重承诺。美执意售台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助长“台独”分裂势力嚣
张气焰，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美方应该立即停止
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
张因素，将美政府不支持“台独”表态落到实处。

国台办：

坚决反对佩洛西窜访台湾
据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

莲19日应询指出，关于佩洛西计划窜访中国台湾地
区，我们已多次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美台
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佩洛西窜访台
湾。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一段时间来在台湾问题上屡
屡采取挑衅言行，支持怂恿“台独”分裂势力，为民进
党当局的谋“独”行径站台说项，其目的就是打“台湾
牌”，企图“以台制华”，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

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可能于8月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对此有何
评论？朱凤莲答问时作上述回应。

她表示，我们敦促美国国会一些人认清台湾
问题的重要敏感性，认清“台独”分裂行径的严重
危害性，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打牌、挑衅，停止对“台
独”势力的纵容支持，停止任何玩火行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记者
张辛欣）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负
责人王鹏 19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
表示，我国累计建成开通 5G 基站
185.4万个，其中二季度新增基站近
30 万个，实现“县县通 5G、村村通
宽带”。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
发展夯实基础。上半年，网上购物、
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全面提速，数

字产业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截至6
月底，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业、通
信业和互联网的收入总规模突破10
万亿元。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5G+工业
互联网”建设项目超过3100个，其中
二季度新增项目700个。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和数字化研
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5.7%、
75.1%，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提升进

一步提速。
“下一步将深化5G共建共享，力

争全年新建开通5G基站60万个。”王
鹏说，将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提档升
级，一体化推进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
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深入实
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升级工程，
加强电信和互联网用户权益保护，提
升网络服务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加
强网络安全保障。

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185.4万个

我国实现“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 杭州亚运会将于
2023年9月23日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记者夏亮 苏
斌）亚奥理事会19日宣布，将于杭州举办的第19
届亚运会的最新举办日期定为2023年9月23日
至10月8日。

亚奥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第19届亚运会原
定于2022年9月10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受新
冠疫情影响，亚奥理事会执委会于2022年5月6
日决定推迟本届亚运会后成立了特别工作组商讨
最新举办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