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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2年7月22日 星期五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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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自然资告字〔2022〕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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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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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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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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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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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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委托，定于2022 年8月22日上午10:00至2022 年8月23
日上午 10:00 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s://zc-
paimai.taobao.com/）按现状整体公开拍卖：临高县临城镇市政大
道凭海临江花园项目在建工程及已建成房地产。参考价：
58691.37424万元，保证金：11738万元。凭海临江花园项目在建工
程及已建成房地产处置资产为：1.该项目未开发空地城镇住宅用地
86655.9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和未开发零售商业用地4748.25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2.已建成的10套商铺（建筑面积10029.55平方米）；3.
在建工程12#、14#楼其中的78套住宅（建筑面积6069.91平方米）
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2461.67平方米；28#、30#、31#楼（总建筑面
积63395.66平方米，已建建筑面积42316.59平方米）及其对应的土
地使用权24689.94平方米。展示时间及地点：8月4日至5日，标的
物所在地。竞买人须登录注册淘宝账号、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
阿里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电话：17589125720、
15103015015；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20722期）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2年7月 29日10:00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

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2016〕琼9022执272号之九及十一《执行裁

定书》项下部分权益。资产如下：

海南圣大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抵债的位于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

80公里处土地使用权（面积：159，566.65m2）及地上建（构）筑物、生

产性生物资产等。

资产参考价人民币6337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200万元。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

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拍卖

标的原债权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

员；受资产所在地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

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7月28日。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2年7月28日17:00前（以竞买保

证金到账为准）。

拍卖单位：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

港澳申亚大厦25层；电话：0898-68585002、13876683321。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68664292；委托方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海南监管局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0729期）

受委托，将于2022年8月23日10：00至2022年8月24日10：00（延时除外）在阿里拍卖平台（http://7656fhh.store/s/FL4oZX）上举
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20722期）

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阿里拍卖平台账号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竞买房产
的竞买人应符合海南省房屋限购政策的要求，并在参拍前登录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获取购房码；竞买小汽车的竞买人应符合海南
省小汽车限购相关政策（落户在海南省外的除外）；竞买人不符合限购政策而报名参与竞买，导致不能过户给相关工作造成损失的，保证金不
予退还。

二、展示时间、地点、要求：2022年8月22日17:00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节假日除外）。
三、上述标的均以现状拍卖，具体标的物信息（含瑕疵告知），在电子竞价网页查看；网页版公告及须知、说明是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四、优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开拍前5个工作日向委托人及拍卖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批准后才能获得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优

先购买权。
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13976537000；咨询报名通道二：13337651587；咨询报名通道三：13876364266。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下方“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击

“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阿里首页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标的名称
三亚润德湿地公园酒店有限公司100%股权（一拍）

三亚市天涯区新民街89号-1铺面约19年承租权（一拍）

三亚市吉阳区学院路三亚国际康体养生中心四期A3#楼207房（二拍）

三亚市吉阳区学院路三亚国际康体养生中心四期A3#楼208房（二拍）

三亚市吉阳区学院路三亚国际康体养生中心四期A3#楼209房（二拍）

三亚市吉阳区榆亚大道水居巷安置房2栋401房（二拍）

三亚市吉阳区榆亚大道水居巷安置房2栋501房（二拍）

三亚市吉阳区榆亚大道水居巷安置房2栋601房（二拍）

三亚市吉阳区榆亚大道水居巷安置房2栋701房（二拍）

三亚市吉阳区榆亚大道水居巷安置房2栋801房（二拍）

金首饰一批33件（一拍）

琼B31888本田奥德赛小汽车1部（一拍重拍）

琼BQ1001梅赛德斯奔驰小汽车（三拍）

厦工牌装载机1部（一拍重拍）

评估价（元）
35542662.74

624064

1720376

1720376

1776234

2255970

2255970

2277660

2277660

2299350

118552

115020

314819.2

16743.4

起拍价（元）
28434131

499252

1101041

1101041

1136791

1443821

1443821

1457702

1457702

1471584

94842

92016

161188

13395

保证金（元）
5700000

100000

220000

220000

220000

280000

280000

290000

290000

290000

20000

20000

30000

2700

法官培训中心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怡路西侧怡海公寓
内。业主结合日常使用需求，在建筑北侧加装一部观光电梯。为征
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22年7月22日至8 月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
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
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
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
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2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法官培训中心项目加装电梯规划审批的公示启事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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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宗地净地情况：根据东方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净地条件确认
书》，上述宗地土地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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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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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拟用于安居房项目，属于房地产产业。（二）投资强度：250
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收指标不设定要求；建设完成后，需将一
楼底商建筑面积1975平方米无偿划转至福耀村委会和皇宁村委会，
由村委会自行分配至被征地村民名下，办理证件所需费用由竞得方支
付。（三）达产年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内。（四）若项目建设涉及省政府装配式建筑有关要求，应按要求执行。
（五）安居房销售价格最高原则上不超过7200元/m2（具体按项目所在
地段、项目品质及配套确定销售价格），且住房户型面积不大于
120m2，主要用于解决我市基层教师、基层医务人员、引进人才及本地
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其余未尽事宜依据《东方市基层教师及医务人
员安居型商品住房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相关政策文件落实。（六）根据
《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新建
居住类建筑按照配建停车位的100%建设或预留充电条件，其新建建
筑停车场配建的充电基础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
步施工、同步验收，对未按相关标准和规定比例配建充电基础设施的
新建建筑项目，不予验收通过。（七）安居房设计建筑安装、装修、环境
建设相关要求详见《东方市安居型商品住房涉及建筑安装、装修、环境
建设相关要求》。（八）其他未尽详列的应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及
规范要求执行。上述开发建设要求将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同时，与市房管中心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四、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
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
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
联合竞买；必须在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
2.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
在东方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东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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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及时纠正的；（3）在东方市范围有非法占地、违法
建设行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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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8:30至2022年8月24日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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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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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
8:30至 2022年 8月 24日 17:30。五、挂牌活动相关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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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8:30至2022年8月26日10:00（受理
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8:30至11:30及14:30至17:00）。（三）现场会
时间：2022年8月26日10:00。（四）挂牌报价地点：东方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岗212。（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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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买要求：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土地出让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二）
本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限房价、竞地价”方式公开挂牌出让。
本次挂牌出让设定最高限价，具体限价金额按照“保证合理建安成本
和利润的前提下”的工作要求，结合挂牌起始价为基础上浮，溢价率不
超过15％。若竞买人报价均低于最高限价，按照不低于底价且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若多家竞买人报价达到最高限价，则通过现
场摇号的方式确定竞得人。（三）该宗地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
从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
出让金的，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的期限不得超过1年，首次缴纳
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的6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让金。挂牌出
让金不含各种税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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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系电话：0898-
25585295 18976212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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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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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编号

东出让
2022-03号

备注：1.新建居住建筑高度不超过45米；2.本地块商业建筑面积不得低于计容开发总建筑面积的30%。

位置

东方大道
北侧、三
环路西侧

面积
（m2）

19752.15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城镇住宅用地混合
用地（其中零售商业用地占30％，城

镇住宅用地占70％）

出让年限

零售商业用地40
年，城镇住宅用

地70年

规划指标

容积率≤2.8 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0％ 建筑限高≤80米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4443

挂牌出让
起始价
(万元)

4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