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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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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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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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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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须与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
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用地不
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属房地产
业中的住宅用地，投资强度指标设定为不低于450万元/亩，年度产值
及年度税收不设指标。以上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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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项
目建成前，不得以转让、出租等任何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2.土地竞
得人须严格按照《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城陵河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进行开发建设。该宗地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装配率不低
于50%。3.该商品住宅建设风貌要与周边建设的回迁安置房保持一
致。4.该宗地内配套建设的公共设施要与周边回迁安置房住户共享。

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
申请参加竞买。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参加
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失信的被执行人。2.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
事人。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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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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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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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网上交
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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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9:00至2022年8月19日12:00（以网上交易系
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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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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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9:00至2022年8月19日12:00。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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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9:00
至2022年8月23日15:00，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9:00至
12:00及15:00至17:00。（三）挂牌报价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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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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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按照“传统价高者
得”的原则采用定底价方式举行。

七、风险提示：（一）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对网
上交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
环境。网上竞买申请、资格审核程序按网上交易系统预先设定的程
序运行，竞买人应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熟悉网上交易的操作
流程、方法。由于操作不熟练引起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二）竞
买人持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相关操作，系统注册
及证书办理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用
户手册》。竞买人应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
统实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竞买人自身行为或法定代表人合法授权
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三）竞买人应当仔细
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网上交易活动。竞买申请
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信
息和使用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
议并完全接受。（四）因竞买人使用的计算机遭遇网络堵塞、病毒入
侵、硬件故障或者损毁、遗失数字证书，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等原因，导
致不能正常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或进行申请的，其后果由竞买人自行
承担。（五）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生法律效力，不
可撤回。竞买人未出席挂牌现场会的，视为自动放弃挂牌交易线下
竞价，且不影响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八、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 人：麦女士 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查询网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lr.hainan.gov.cn: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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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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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地净地情况：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2-03号宗地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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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开发建设要求：
（一）按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有关规定，该地块设定出让控制指标，具体如下：

地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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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规划控制条件：停车位配建标准为1.0个/120平方米建筑面积

宗地
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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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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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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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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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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须与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
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用地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
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属房地产业中的住宅用地，投资
强度指标设定为不低于45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不设指
标。以上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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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项目建成前，不得以
转让、出租等任何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2.土地竞得人须严格按照
《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城陵河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进行开发
建设。该宗地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装配率不低于50%。3.该商品
住宅建设风貌要与周边建设的回迁安置房保持一致。4.该宗地内配
套建设的公共设施要与周边回迁安置房住户共享。

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
申请参加竞买。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参加
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失信的被执行人。2.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当
事人。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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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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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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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网上交
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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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9：00至2022年8月19日12:00（以网上交易系
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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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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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9:00至2022年8月19日12:00。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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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9:00至2022年8月23日15:00，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
9:00至12:00及15:00至17:00。（三）挂牌报价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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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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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按照“传统价高者
得”的原则采用定底价方式举行。

七、风险提示：（一）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对网
上交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
环境。网上竞买申请、资格审核程序按网上交易系统预先设定的程
序运行，竞买人应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熟悉网上交易的操作
流程、方法。由于操作不熟练引起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二）竞
买人持CA数字证书实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相关操作，系统注册
及证书办理详见《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用
户手册》。竞买人应妥善保管CA数字证书，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
统实施的任何行为，均视为竞买人自身行为或法定代表人合法授权
的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三）竞买人应当仔细
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网上交易活动。竞买申请
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对交易规则、出让须知、建设用地使用权信
息和使用条件、建设用地使用权现状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提示等无异
议并完全接受。（四）因竞买人使用的计算机遭遇网络堵塞、病毒入
侵、硬件故障或者损毁、遗失数字证书，遗忘或者泄露密码等原因，导
致不能正常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或进行申请的，其后果由竞买人自行
承担。（五）竞买人应当谨慎报价，报价一经确认即产生法律效力，不
可撤回。竞买人未出席挂牌现场会的，视为自动放弃挂牌交易线下
竞价，且不影响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

八、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 人：麦女士 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查询网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lr.hainan.gov.cn: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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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水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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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名称

2022-02号

其他规划控制条件：停车位配建标准为1.0个/120平方米建筑面积

宗地
坐落

椰林镇

总面积
（平方米）

18361

用途

城镇住宅
用地

混合
比例
（%）

100

面积
（平方
米）

18361

使用
年限
（年）

70

规划用地
性质

二类居住
用地

容积率

≤2.8

建筑
密度（%）

≤30

绿地率
（%）

≥35

建筑
限高
（米）

≤45

起始价
（元/平方米）

743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0900

（二）宗地净地情况：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2-02号宗地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该地块土地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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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开发建设要求：
（一）按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有关规定，该地块设定出让控制指标，具体如下：

地块名称

2022-02号

其他准入条件：

拟建项目所属产业

市场化商品住宅

投资强度（万元/亩）

≥450
年度产值（万元/亩）

/

年度税收（万元/亩）

/

达产年限（年）

/

2013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山东省农科院，考察科技创新促
进农业发展情况。省农科院蔬菜研究
所研究员王淑芬向总书记介绍了创新
科技在蔬菜选育种植方面的应用。近
日，新华社记者走访王淑芬，听她讲述
了牢记总书记嘱托，用科技创新丰富

“中国菜篮子”的奋斗故事——
那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的

智能化温室。看到小油菜、油麦菜等
成排的水培蔬菜，总书记停下脚步，仔
细察看。我掀起漂浮栽培床，展示水培

槽内正循环使用的营养液，向总书记介
绍了其中的科技创新成果。

与土培相比，水培蔬菜更清洁安
全，生产周期更短，又可以节约肥料成
本，做到节水循环。多收几茬还能为
农民增收。老百姓在自家阳台也可以
种出一个“小菜园”。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我们，要给农
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要以满足吃得好
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
农产品。

山东是农业大省，设施蔬菜是最

具山东特色的“农产品”之一。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下定决心，要
立足本地特色，把更多科技应用到蔬
菜产业发展之中，助力农民增收、惠及
百姓餐桌。近年来，我们团队在蔬菜
新品种选育、主要蔬菜集约化育苗、病
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研究领域取得新
成果，6项新技术成为山东省农业主
推技术。

国内市场一些高端蔬菜种子，
曾一度较为依赖进口。通过不断创
新优异种质和育种技术，加快选育

抗逆优质蔬菜新品种，我们持续推
动蔬菜进口种子国产化、国内名优
品种国际化。

白菜、萝卜原本起源于我国，但高
档的春夏品种却一度被进口种子垄
断。为破解这一局面，我们团队组成
几个攻关小组，一点点突破。冬季，在
冬暖棚播种、育苗；夏季采种、考种。
这样经年累月地摸索前进，再将研究
成果整合应用，最终育成了能有效替
代进口的白菜、萝卜新品种。

如今，国产蔬菜种子在山东寿光

市场占有率由2010年之前的54%提
升到了70%以上。曾经进口品种市
场占有率达80%以上的西葫芦，基本
实现了国产种子全替代。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鞭策我通过
科技创新丰富“中国菜篮子”。我要继
续牢牢盯住农民、农村的发展需求，努
力为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蹚路子”

“攒经验”，让百姓吃到放心的、高品质
的蔬菜。

（新华社济南7月20日电 记者
叶婧）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外交部发言人：

美国是世界头号
人口贩运大国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记者温馨）针对美
国国务院在日前发布的“年度人口贩运报告”中美
化自己、攻击他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0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年复一年罔顾事实，在人口
贩运问题上炮制虚假“报告”，欺骗世人。事实上，
美国才是世界头号人口贩运大国。

汪文斌说，无论美方如何掩饰，都洗刷不了自
己“奴隶贸易国”的历史原罪。作为一个仅有246
年历史的国家，奴隶制度在美国“合法”的延续时
间占到了美国建国历史的三分之一。1514年至
1866年间至少有3.6万个“贩奴远征队”将上百万
的黑人奴隶贩卖到美国。

汪文斌说，无论美方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
自己“强迫劳动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的
现实罪状。美国合法和非法行业都存在严重的
贩卖人口情况。据美国国务院估计，每年从境外
贩卖到全美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多达10万人。
过去5年，美国所有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均
报告了强迫劳动和人口贩卖案。美国“全国人口
贩卖举报热线”统计显示，2012至2019年接报
案件数从3200多个增加到11500多个，呈现显
著上升趋势。每年从境外贩卖到美国从事强迫
劳动的10万人中，约50%为未成年儿童。就在
不久前，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生了令人痛心的非法
移民“死亡货车”惨案，造成至少50人遇难。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报告还将自己美
化为‘一类国家’，这是自取其辱。”汪文斌说，

“我们敦促美方把对人权的重视体现到纠正自身
犯下的人口贩运、强迫劳动等人权罪行的实际行
动上，用美方吹嘘的‘最高标准’审视自己，而不
是对别国进行污蔑抹黑。”

上半年我国承接服务外包
合同额同比增长12.3%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记者潘洁 谢希
瑶）商务部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
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9875 亿元，执行额
64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4.3%。其中，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5473 亿元，执行额
360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0.0%。

从业务结构看，上半年，我国企业承接离岸
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
识流程外包（KPO）执行额分别为 1553 亿元、
642 亿元和 141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9%、
17.8%和15.2%。

大暑近、农事忙。大暑节气即将
到来，各地正有序推进夏种夏管，全力
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上半年我
国“米袋子”“菜篮子”产品供给情况怎
样，价格走势如何？如何保障农民增
收势头？在国务院新闻办20日举行
的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
回答了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
司司长曾衍德介绍说，今年以来，农业
农村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高效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农业农
村经济发展，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向好。

“米袋子”产品方面，夏粮小麦实
现增产，全年粮食丰收有基础。上半
年，我国以超常超强的力度，促进粮
食生产稳定发展。夏粮生产经受了
去年罕见秋汛、新冠肺炎疫情散发、
农资价格上涨等多重考验，在去年高
基数上再夺丰收。夏粮产量2948亿
斤、增加28.7亿斤。早稻及秋粮丰收
基础较好。

“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市场运
行总体平稳。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同比增长5.3%，牛奶产量增长8.4%，

国内水产品产量小幅增长，蔬菜和水
果市场供应充足。农产品质量安全例
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5%以上，绿
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累计
达到6.2万个。

农产品价格是老百姓关心的话
题。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
人刘涵介绍说，从监测调度来看，上半
年我国“米袋子”“菜篮子”重点品种供
应充足，价格总体波动幅度不大，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保持物价基本
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今年上
半年食品价格同比下降0.4%，影响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下降约
0.08个百分点。

刘涵表示，我国农产品有望继续
保持量足价稳的态势。从生产来看，
夏粮再获丰收，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
势良好，大豆油料扩种任务落地，能繁
母猪存栏处于合理区间，肉蛋奶产能稳
定，蔬菜在田面积和产量均有所增加；
从库存来看，稻谷、小麦全社会库存处
于历史较高水平，玉米库存也有所增
加；从进口看，1月至6月累计进口粮食

7978万吨，同比小幅下降，随着国际粮
价下跌，预计粮食进口将稳中有增；从
消费来看，食用植物油、食糖、畜产品、
水产品等消费将有所恢复，但总体保持
平稳，对价格拉动有限。

既要丰收，也要增收。曾衍德介
绍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稳定发展，
农村就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截至6

月末，返乡农民工就业率90.7%，同比
提高2个百分点。在产业带动、就业
创业拉动下，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9787元，实际增长4.2%。

他表示，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为稳物价保民生、稳定经济
大盘提供坚实支撑。但应看到，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还面临灾害威胁加大、

农民就业增收压力增大、农业农村投
资增速放缓等诸多挑战。下一步，农
业农村部将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全力以赴
夺取粮食丰收，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
收，持续发力推进乡村振兴。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于文
静 胡璐 欧立坤）

上半年重要农产品供应充足
农民增收形势向好

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灰山港镇雪峰山村双季稻万亩示范片迎来早稻丰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