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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2022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东坡文化研究）课题申报公告
现将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东坡文化研究）课题

申报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按照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面向社会
竞争性选择课题研究人。

一、选题指南
（一）苏轼法治思想研究；（二）思政视角下的东坡教育思想研

究；（三）苏轼生活艺术研究；（四）苏轼书法绘画研究；（五）东坡文化的
国际传播研究；（六）东坡文化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研
究；（七）东坡文化资源与海南文旅产业发展研究；（八）《苏文忠公居儋
录》点校（陈荣选编本）；（九）《苏文忠公海外集》点校（樊庶编本）；（十）
《苏文忠公海外集》点校（王时宇编本）；（十一）海南东坡文化遗址遗迹
保护状况及改造提升的研究；（十二）苏轼民本思想研究★；（十三）《易
传》笺译★；（十四）《书传》笺译★；（十五）《论语说》笺译★。

二、申报对象
（一）国内各高校，重点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二）境外知名高

校、科研机构的专职科研人员；（三）其他相关研究领域科研人员。
三、申报条件
（一）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经验，社会责任感强，

能够自觉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

工作，具有较多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及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
的能力；（三）申请人一般应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职
务）或具有博士学位；（四）课题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在《申请书》
上签字确认；（五）近3年内有不良科研信用记录的不能申请。

四、申报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9月20日止，逾期不接收申报材料。
五、资助经费
课题类别为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课题，每项课题经费10

万元。选题带★号的4项课题，每项资助25万元（含著作出版经费）。
六、其他事项
详细申报公告及有关申报材料可登录海南省社会科学网（网

址：http：/www.hnskl.net）查看下载。
联系人：陈晓芳，联系电话：0898-66280130，地址：海南省海口

市美兰区人民大道58号海南大学人文社科处（东坡楼），邮编：
570228，电子邮箱（chenx210@hainanu.edu.cn）。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2022年8月26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征询异议公告
〔2022〕琼01执恢50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北海国际仲裁院〔2020〕北海仲
字第8-57号裁决书和权利人的申请，于2022年2月21日立案执
行申请执行人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周新
生、许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仲裁过程中，申请执行人申请海
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查封了许芸名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二东
路38号滨江海岸一期8栋9层903房[房屋所有权证号：海口市房
权证海房字第HK418283号]的房产。本院拟处置上述房产，如对
上述房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特此公告。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联系人:陈法官 联系电话:66515076 66515037

公告
根据需要，现征集配电箱变系统维修机构：

一、资格条件：（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二）具备相关资质，

配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及必要的专业设施、设备；（三）在海口市

注册或设立分支机构，具有固定办公场所。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8月30日17:00。
三、报名提供资料：（一）法人授权委托书；（二）公司简介、营

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等相关证明资料，以上均须加盖公章。
四、报名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券大厦11楼资

产部，联系人：王先生，电话：0898-66776028，15895986653。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5日

仓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8HN0199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16号粮储仓库11-
1号仓库进行公开招租，房产面积共531.32平方米，租期5年，
挂牌底价为11158元/月。公告期：2022年8月26日至2022年
9月8日。对竞租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
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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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898-66558007麦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联系电话：0898-
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8月26日

广州市越秀区房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8HN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广州市东山区（现越秀区）中山
二路马棚岗 3 号 102 房，建筑面积 112.62 平方米，挂牌底价
5687310元。该房产建于80年代末期，钢混结构，无电梯，室内普
通装修，目前空置。标的所处区域属旧城核心区域，住宅小区众
多，学校、医院、银行、超市、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公共交通
便捷；生活便利。公告期：2022年8月26日至2022年9月9日。
受让方资格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365.com）、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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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8月26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琼海市大路DL-006-2号地块具备
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琼海市大路DL-006-2号地块土地权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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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海南省国土资源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规划
委员会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商务厅 国家税
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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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琼海市大路DL-
006-2号地块的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260
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6万元/亩，项目约定达产时间为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控制指标和达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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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应严格履行协议内容。该宗土地项目应采用装配式建
造方式建设，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二、竞买要求及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限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注：失
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设有底价，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
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项目
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四）申请人竞得土地后，
自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2年内至少完成900万美元的外资
或等额内资投入项目建设。（五）竞得人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
日起5日内，由竞得人成立的项目公司或竞得人与琼海市科学技术工
业信息化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在签订《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后与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法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三、申请人可于
2022年8月26日至2022年9月27日到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
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
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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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人可于2022年8月26日至2022年9月
27日到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27日17：00。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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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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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时间为：（一）起始时间：2022年9月16日8：30。（二）截止时间：
2022年9月29日16：00。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
让实施机构为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详细情况请登录：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Ir.hainan.gov.cn/。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
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二）本次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只接受书面
报价，不接受电话、电子邮件、口头等方式报价，节假日不受理报名、
报价。七、联系方式：联系地址：琼海市金海路233号；联系电话：
0898-62811911；联系人：蔡先生；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
让文件，该文件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26日

琼海告字〔2022〕9号

地块名称

琼海市大路DL-
006-2号地块

土地位置

大路镇农产品深加工片区

土地面积
（m2）

21850.28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年）

5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建筑
系数

≥30%
绿地率

≤20%

建筑
限高

≤18m

开发
期限（年）

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62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琼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根据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琼海市大路DL-006-1号地块具备
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琼海市大路DL-006-1号地块土地权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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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海南省国土资源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规划
委员会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商务厅 国家税
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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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琼海市大路DL-
006-1号地块的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350
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0万元/亩，项目约定达产时间为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以上控制指标和达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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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应严格履行协议内容。该宗土地项目应采用装配式建
造方式建设，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二、竞买要求及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仅限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注：失
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设有底价，按照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
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项目
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四）申请人竞得土地后，
自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2年内至少完成1000万美元的外资
或等额内资投入项目建设。（五）竞得人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
日起5日内，由竞得人成立的项目公司或竞得人与琼海市科学技术工
业信息化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在签订《产业项

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后与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法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三、申请人可于
2022年8 月26日至2022年9月27日到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
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查询和
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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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人可于2022年8月26日至2022年9月
27日到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27日17：00。经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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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17：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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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牌时间为：（一）起始时间：2022年9月16日8：30。（二）截止时间：
2022年9月29日16：00。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
让实施机构为琼海市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详细情况请登录：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Ir.hainan.gov.cn/。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将在以上网站
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二）本次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只接受书面
报价，不接受电话、电子邮件、口头等方式报价，节假日不受理报名、
报价。七、联系方式：联系地址：琼海市金海路233号；联系电话：
0898-62811911；联系人：蔡先生；八、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
让文件，该文件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26日

琼海告字〔2022〕8号

地块名称

琼海市大路DL-
006-1号地块

土地位置

大路镇农产品深加工片区

土地面积
（m2）

33333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年）

5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建筑
系数

≥30%
绿地率

≤20%

建筑
限高

≤18m

开发
期限（年）

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634

恢复公告
我局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于2022年8月19日发布了文国土储

〔2022〕-57号地块中止公告。鉴于疫情已有缓和，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我局决定恢复该宗宗地挂牌出让活动。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防控疫情期间适当调整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和履约监管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
199号）的精神，待疫情消除后恢复宗地土地网上交易活动的，相
关交易环节的时间节点依次顺延。因此文国土储〔2022〕-57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的报名截止时间为2022年8
月26日17:00，报名审核截止时间为2022年8月26日17:30，挂
牌出让现场会时间为2022年8月29日11:00。

敬请关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通知竞买申请人。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26日

“六水共治”作战图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杜倬荷 实习生张紫旖）8月
2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治水办获悉，
随着我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省
治水办、省水务厅发挥统筹协调、指导

服务、“四个一”监督机制的作用，有序
推进“六水共治”治水项目建设。

“六水共治”治水项目多，涉及范
围广。为提高项目建设速度，省治水
办对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175个项目
和已落实资金但进度慢的在建项目，
加强线上调度和现场督办，督促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支出；对88个因
用林用地影响推进的治水项目，和年
内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联合省资规
厅做好要素保障指导服务。对计划提
前至今年开工的投资贡献量较大的项
目，由市县提出需求，省治水办派专人
领办，主动介入、跟踪帮扶，力争推动

一批进入年度开工项目。
紧盯重点项目、紧盯重点领域。

省治水办与省水务厅紧密联系，主动
参与推动年度重大水利项目的开工和
实施，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省资规厅等
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海洋生态修
复类项目的实施；在充分挖潜中央、省

级和市县自筹资金的基础上，紧盯有
社会资本投入的项目。

对正在推进的 37 个采用 PPP、
EOD、流域综合治理+全域土地整理
等模式实施的在建、拟建治水项目，省
治水办建立分片包干制度，指导市县
加快前期入库速度，尽快开工。

线上调度 现场督办 跟踪帮扶

我省多举措推进“六水共治”治水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袁抒衡）海南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海
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立即启
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迅速组织海
南环岛旅游公路项目各参建单位严
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在确保疫情
防控形势平稳的基础上，科学统筹

人员、设备，因地制宜组织施工生
产，确保年度投资任务不变，确保项
目总工期不变。

目前，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项目累
计完成投资80.63亿元，占预算总投
资143.9亿元的56.03%；完成土石方
87%，涵洞、桩基95%。

环岛旅游公路项目点多、线长、
面广，各参建单位按照海南交控的统
一部署，精准防控、闭环管理，采取

“专人守卡、两点一线、日出晚归”等
管理措施，加强与项目驻地政府协调
联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施工生
产，并派遣参建人员支援4个市县方

舱医院。
目前，该项目现场施工作业人员

4866名，近日已完成核酸检测5.84万
人次，均为阴性。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
还加强全过程质量管控，加大原材
料检测频率，加强工序验收，统筹全

线材料供应和施工人员，采取“三
保、分区”施工，积极主动保生产、抓
进度：一是保文澜江、珠碧江等特大
桥等关键控制性工程不停工；二是
保文昌等无疫市县不停工；三是保
路基等工序的交验，为投资量大的
路面施工做准备。

环岛旅游公路项目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施工生产

紧盯“两个确保”关键工程不停工
海口中小学幼儿园
9月5日开学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报
记者8月25日从海口市教育局获悉，该市发布2022
年秋季开学返校要求，明确中小学、幼儿园（含省属）
9月5日开学，中职学校（含省属）9月13日开学。所
有师生员工须在海口居住满7天，返校前凭72小时
内“三天两检”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可返校。

根据要求，目前在省内各市县的师生员工，返
回海口时严格执行海口市8月19日《关于进一步
加强省内各市县来（返）海口人员查验工作的通
告》要求。

不在海口的师生员工，当前所在市县有本土
疫情的师生员工暂缓返校；实现社会面清零的市
县，所在市县连续7天无社会面新增病例方可返
回海口，在海口完成7天居家健康监测后凭72小
时内“三天两检”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校。

曾担任志愿者从事疫情防控工作的教职员
工，按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完成相关管控
措施后返校。

符合返校条件的师生员工进入校园时应落实
扫行程码、地点码（健康码）和测体温、戴口罩等措
施后入校。各校可提前收集好学生的相关证明
（电子版），有序组织学生“错时错峰”返校，避免开
学当日校门拥堵。

若因疫情形势变化，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将根据疫情和开学准备情况综合研判，并及
时公布。

台风“马鞍”在广东电白沿海登陆

我省解除台风四级预警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日
报记者8月25日从省气象部门获悉，由于台风

“马鞍”对海南省影响减弱，海南省气象局8月25
日20时30分解除台风四级预警。

今年第9号台风“马鞍”的中心已于8月25日
上午10时30分前后在广东电白沿海登陆，登陆
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据监测，今年第9号台风“马鞍”，20时其中
心位于北纬21.4度，东经108.1度，也就是在北
部湾近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8级（20
米/秒）。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马鞍”将以每小时30公
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
减弱。受台风“马鞍”外围环流影响，25日夜间，
北部湾北部海面风力7-8级、阵风9-10级，北部
湾南部海面、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5-6级、阵风
7-8级，其余各海区风力5级、阵风6-7级。

海口江东新区
东岸小学项目下月投用

8月 24日，在海口市江东新区
东岸小学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在进
行泳池、道路等收尾作业。图为校园
内景。

据悉，该项目预计8月底完成，实
现9月份开学使用计划，可提供1710
个学位。项目建设充分考虑了孩子们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本需
求，标配了室内篮球场、游泳池、多功能
报告厅等设施。

疫情期间，该项目严格落实属地
疫情防控政策，执行闭环管理，落实参
建人员每日自身健康监测、每日消杀
工作等。
文/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曹柳

图/本报记者 袁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