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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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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申请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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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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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
人可于2022年7月27日至2022年8月26日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北路
金融花园A座二层或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
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
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8月26日17:00（以
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8月26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2年8月19日8:30至
2022年8月29日10:00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2年8月29日10:00在海南省政府会展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开
发建设要求：（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
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
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
内签订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30天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
款，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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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让宗地属工业项目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
竞得人须在挂牌出让成交之日起二个月内完成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具
备规划报建条件，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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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一年
半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
设和不在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的，由受让人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宗

地出让价款1‰的违约金。取得土地超过一年未动工的，推送信用平
台。受让人不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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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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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海南省政府（琼府〔2018〕3号）文件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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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对出让地块的净地条件无异议，在竞得土地
后，竞得人须同意与出让人按该净地条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
书》确认出让地块交地开发建设。（四）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
出让控制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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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让宗地工业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 300
万元/亩，年均工业总产值为不低于350万元/亩，年均纳税额不低于30
万元/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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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与文昌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签订《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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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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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根据《文昌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文国土储〔2020〕-29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
建造意见的复函》，该地块的竞得方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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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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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四）
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五）本公告未尽事宜
详见《文昌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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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
号，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联 系 人：林先生 欧
阳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 13976111340；查询网址：http:
//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
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25日

文土告字〔2022〕19号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2020〕-29号

备注：因其生产工艺要求，生产厂房需要，经规划管理部门同意，控制局部可突破24米，但不超过45米。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路镇约亭
工业园区内

面积

26661平方米
（折合 39.992亩）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0 建筑系数≥30%
绿地率≤20% 建筑限高≤24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399.7025

（折合525元/m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840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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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基本情况及主要规划指标：

二、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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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
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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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
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二）竞买人要求：
凡在万宁市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且造成土地闲置的，或者拖欠
土地出让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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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2022年7月25日
至2022年8月23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或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大楼用途
管制和耕保组查询和购取《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期限：2022年7
月25日至2022年8月23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
五、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挂牌起始价全额支付竞买保证金，挂牌成
交后，该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金。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请人
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22年8月23日17:30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挂牌时间：起始时间：
2022年8月15日8：30；截止时间：2022年8月25日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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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
他方式报价。受理报名、报价时间：报名报价期限内8:30至11:30，
14：30至17：30（节假日除外）。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
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该地块将用于建设海南省环岛管网文昌-
琼海-三亚输气管道工程万宁段24号阀室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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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地块位于地质灾害非易发区。（二）装配式建造方式应按照《海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进一步稳步推
进装配式建筑有关事项的通知》（琼建科函〔2021〕155号）等文件要求
执行。（三）竞得后当即签订《成交确认书》，并按规定期限支付土地出
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
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
省的有关规定。九、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方式：联系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南侧万宁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或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咨询电
话：0898-62217899；联 系 人：梁先生；查询网址：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
com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25日

地块编号

万让2020-
55号地块

地块位置

万宁市万城镇长
星村委会地段

总面积

0.1141公顷
（合1.71亩）

使用
年限

50年

土地
用途

供燃气用地0.0928公顷、城
镇道路用地0.0213公顷

规划用地性质

容积率≤0.2，建筑限高≤12米，
建筑密度≤15%，绿地率≥2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6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64

海南桂林洋高校后勤服务有限公司代理的“桂林洋高校
广场”项目现向社会公开招选招投标代理公司，实施项目
EPC+运营等一系列招标工作，恭请踊跃报名。

报名的条件：具有承接代理EPC项目或EPC+运营项目
招投标案例。

报名时间：2022年7月25日至2022年7月31日（8：30
至11：30，14：30至17：30）

报名地点：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校际一号路4号（聚贤
山庄旅租3楼）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3876313739
海南桂林洋高校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5日

招选桂林洋高校广场招标代理公司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拥有的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共2户不良债权资产进

行公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一、债权资产情况：（一）不良债权金额：截至2021年5月8日，债权本息合计178108.92万元，其中
债权本金108050万元，利息、罚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共计69935.16万元，实现债权的费用合计123.76万元。备注：上述债
权本金、利息、罚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金额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为准，实现债权的费用以
法院实际确认的数额为准。（二）主要抵押物、保证人资产情况：

备注：上述清单所列对应担保措施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及相应资产现状为准，债权担保从属权利与债权一并转让。
（三）诉讼情况：本公告2户不良债权均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权，债务人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二、交易条件：要求交易对象信誉好，有

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
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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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四、公告期限：公告期限为20个
工作日，为2022年7月25日至2022年8月19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有意向者请在本公告期限截止日期前提交书
面意向书。五、联系方式：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朱先生：0898-66734399 唐小姐：0898-66702447。六、受理排斥：受理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韩女士 0898-66734669，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2年7月25日

序号
1

2

3

4

5

担保类型
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

保证人财产

财产名称
临街商铺

工业土地及地上厂房

网箱及其附属设施

海域使用权

房产、土地

抵押财产描述
位于海口市机场东路25号共26套商铺；抵押人为王瑞珍；建筑面积4741.16m2。
位于临高县美台高速路口附近；抵押人为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面积：土地66665m2；厂房
18659.81m2。
金牌港的登记号码为临深水网箱（2013）第0001号至临深水网箱（2013）第0084号（设施编码为
SW0001至SW1000）的1000口网箱及其附属设施；兰水湾的登记号码为SW0022至SW0271
号（设施编码为SW0022至SW0271）的1000口网箱及其附属设施；新盈后水湾的全部网箱及其
附属设施；跃进水库的全部网箱及其附属设施。
位于临高县美夏兰水湾养殖用海；抵押人为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面积：192公顷。
保证人临高县渔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名下财产：①位于临高县临城镇临城糖厂后面两宗合计
305亩住宅用地；②位于临高县新盈后水湾747.96亩渔业基础设施用海海域使用权。保证人郑
立钢名下财产：①位于海口市沿江五路福海小区甲-03号住宅，建筑面积590m2；②位于临高县
临城镇县政府大楼1-6层商铺，建筑面积10955.76m2。保证人潘勇和谢晓婷夫妇名下财产：①
位于海口市海秀路39号申鑫国际广场A2516房，建筑面积88.43m2；②位于海口世纪大道6号鸿
天阁N5栋4C房，建筑面积161.97m2。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万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定于2022年8月5日上

午10时起至6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阿里拍卖平台
（https://zc-paimai.taobao.com）按现状公开拍卖：一、位于万宁市
万城镇万安大道北侧2855.2m2商业服务用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6套房
屋（建筑面积共计2234.9m2）；以及上边田村西侧建筑面积295.9m2房
屋、占地262.5m2土地使用权。参考价900万元，竞买保证金100万
元。二、位于万宁市后安镇兴安街东侧建筑面积459.3m2房屋及占地
148.8m2土地使用权。参考价200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三、位于
万宁市东澳镇东澳墟东龙街建筑面积111.32m2房屋及占地94m2土地
使用权。参考价50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对
应资产均有土地证、房产证。2.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
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
止。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有意竞买者须登录和注册淘宝账户、通过
实名认证，并按淘宝系统提示报名缴纳保证金。电话：0898-68522193
18889996576。公司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万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8

月5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一、位于万宁市山根
镇高速路口东侧商业服务用地土地使用权。120m2土地使用权【证
号：万国用（2003）第103020号】与240m2土地使用权【证号：万国用
（2003）第103021号】，土地面积共360m2。参考价110万元，竞买
保证金10万元。二、位于万宁市万城镇东星管区致平坡地段（左渠）
南侧的面积为6510.664m2工业用地使用权【证号：万国用（2007）第
101293】及地上1326.78m2房屋建筑物【证号：万宁市房权证万城字
第08942号】。参考价400万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标的展示时
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有
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8月4日17：00前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前来我
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电话：0898- 68522193
18889996576。网址：www.ronghepm.com。地址：海口市蓝天路
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海南秀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东方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

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410017225705，账 号 ：

1011478700000173，声明作废。

●文昌艺龙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9005

MA5RGJMD6N）原公章破损变

形，现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大 海 融 媒

看招聘信息

海 报 招 聘

因洋浦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需要，现需在项目用地范围内的

坟墓等地上附着物全部搬迁，现将该工程建设规划范围内迁坟有关

事宜通告如下：一、项目征地范围：项目用地位置：洋浦经济开发区

三都区德义村等行政村，范围详见附件：新材料产业园征地范围示

意图。请该地域范围内的坟主，于本通告公布之日起至2022年7月

30日前，到三都办事处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未办理的作无主坟

处理。二、洋浦经济开发区坟墓迁移补偿标准：（一）本补偿标准适用

于开发区120平方公里区域。（二）迁移坟墓，统一迁入蒌青岭或银

岭公墓，政府承担墓穴土地成本和基本墓体建设费。（三）迁移坟墓，

给予以下补偿：（1）普通坟，每丘补偿2600元。（2）连棺坟，每丘补

偿4300元。（3）家庭户数10—20户的村族总坟，每丘补偿10000

元。（4）家庭户数21—50户的村族总坟，每丘补偿16000元。（5）家

庭户数50户以上（不含50户）的村族总坟，每丘补偿28000元。

（四）在规定时间节点内迁移坟墓的，给予以下奖励：（1）普通坟，在

规定时间节点迁移的，每丘奖励1000元。（2）连棺坟，在规定时间节

点迁移的，每丘奖励1500元。（3）家庭户数10—20户的村族总坟，

在规定时间节点内迁移的，每丘奖励6000元。（4）家庭户数21—50

户的村族总坟，在规定时间节点内迁移的，每丘奖励10000元。（5）

家庭户数50户以上（不含50户）的村族总坟，在规定时间节点内迁

移的，每丘奖励15000元。对涉及多个村庄且户数较多的村族总坟，

可适当提高奖励标准，但补偿和奖励总额不得超过20万元。（五）本

补偿标准出台前已启动的搬迁项目涉及坟墓迁移的，按原标准执

行；本补偿标准出台后启动的搬迁项目涉及坟墓迁移的，按本标准

执行；涉及其他附着物按照评估价进行补偿。三、搬迁时间要求及相

关事宜：请上述迁坟范围内坟墓及地上附着物之主，务必于2022年

8月10日前自行迁移完毕，迁坟有关事宜与迁坟登记人员联系，逾

期未迁移的视为无主坟墓处理。四、迁坟登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迁

坟登记人员：符儒章，联系电话：18889883678；符发标，联系电话：

13098906211。特此通告。附件：新材料产业园征地范围示意图。

儋州市人民政府三都办事处

2022年6月27日

儋州市人民政府三都办事处
洋浦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用地范围坟墓等地上附着物迁移通告

新材料产业园征地范围示意图

受委托，定于2022年8月3日10:00公开拍卖
儋州文旅公交巴士服务有限公司42辆公交柴油车，
参考价：14万元，保证金：5万元。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8月2日
报名时间：2022年8月2日17:00止（以保证

金到账为准）
报名及拍卖地点：儋州市那大镇水岸名都一期

12号商铺
咨询电话: 0898-23881390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2-012期）

关于申请执行人邢涵睿与被执行人海南城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作出〔2022〕琼01
执恢47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海南城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
备案在邢涵睿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广场路海口市椰树门
广场人防工程并体育场改造负一层商铺 596 室（合同备案号:
L00384224）和海南城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海口市椰树门
广场人防工程并体育场改造负一层商铺261室、309室。因被执行
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立案恢复执行并拟处置
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
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2〕琼01执恢47号

新华社上海7月24日电（记者贾远琨）记
者24日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
国商飞公司）获悉，C919大飞机六架试飞机已圆
满完成全部试飞任务，标志着C919适航取证工
作正式进入收官阶段。

试飞是一款新研客机型号取证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表明飞机设计符合适航条款要求的
重要方法之一。通过试飞验证飞机的设计思想
和技术路线，表明飞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满足适
航规章要求。六架试飞机完成全部试飞任务，是

C919大飞机项目研制取得的重要阶段性胜利。
此外，今年5月，即将交付给首家用户东航

的首架C919大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首飞成功。
C919大飞机是中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

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
机，2015年11月完成总装下线，2017年5月成
功首飞，目前累计拥有28家客户815架订单。

C919六架试飞机完成全部试飞任务

➡ 今年5月，C919大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
首飞成功。 新华社发

2022年江源科考启动
重点研究“冰和碳”

据新华社西宁7月24日电（记者陈杰 田中
全）2022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24日在青海省玉
树藏族自治州启动。这次科考活动将为长江源和
澜沧江源地区进行定点“体检”，其中冰储量和湿
地碳储量观测是此次科考的重点。

2022年江源综合科考由长江水利委员会长
江科学院牵头组织，联合青海省水利厅、长江技术
经济学会及长江文明馆等单位对长江正源沱沱
河、南源当曲、北源楚玛尔河和澜沧江源区的水资
源、水生态环境等开展科学考察，考察内容包括冰
川、河流水文、泥沙、河道河势、水环境、水生态、水
资源、水土流失、冻土、地形地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