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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买人资格要求：（一）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与竞买的，需按照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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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不接
受联合竞买。具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屯
昌县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并未及时纠正的；2.
在屯昌县行政辖区内存在通过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建设用
地的、竞得土地后不及时签订成交确认书或出让合同的，或拖欠
土地出让金且未及时改正的；3.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录等失信主体；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
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规定时间内到
我局查询和购买《屯昌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
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四、申请人可在规定
时间内到我局提交书面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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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17:00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五、时间与地点（北京时间）：1.领取出让手册及提
交竞买申请时间：2022年8月31日09:00—2022年9月26日
16:00（逾期将不受理竞买申请）；2. 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
2022年9月26日16:00（以到账为准）；3.挂牌时间：2022年9
月18日09:00—2022年9月28日10:00；4.挂牌现场会时间：
2022年9月28日10:00；5.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六、开发建设要求：（一）竞
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与屯昌县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和用地准入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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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开发周期不得超过三年，应自约定土地
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三）竞
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批准的规划方案进行建设。挂牌宗地出让
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擅自更改规划和建设条件。因非企业原
因确需调整的，必须依据相关规定的公开程序进行。由开发建设
单位提出申请调整规划建设条件而不按期开工的，必须收回土地
使用权，重新按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四）该宗地建筑不
强制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但鼓励工业厂房采用钢结构装配式方
式建造。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按照价高且不
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
成交，由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新组织挂牌出让。（二）竞得
人须在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土地出让成交后，应在20个
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交纳的竞
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土地出让金。竞得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
内付清土地出让金。本次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八、
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
组成部分。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www.landchina.com；联系人：吴先生 张先
生；联系电话：13807565343 13322006990；地址：屯昌县屯城
镇兴业二横路北侧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29日

地块编号

2022－G－2

地块位置
屯城镇园区四纵路和
园区五横路交叉路口

面 积
3333.6m2

（合5亩）

出让年限

50年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控制指标
容积率≥1.0；绿地率≤20%；建
筑限高≤20米；停车位≥12个

起始价（万元）

125

竞买保证金（万元）

125

屯昌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屯国自然资让告字〔2022〕2号

经屯昌县人民政府批准，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
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二、竞买资格要求：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
需按照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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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具
有下列情形的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一）在屯昌县行政辖区内因自
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并未及时纠正的。（二）在屯昌县行政辖区内存
在通过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建设用地的、竞得土地后不及时签订
成交确认书或出让合同的，或拖欠土地出让金且未及时改正的。（三）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录等失信主体。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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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于规定时间内到我局查询和购买《屯昌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四、申请人
可于规定时间内到我局提交书面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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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16：30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五、时间与地点（北京时间）：（一）领取出让手册及提交
竞买申请时间：2022年8月29日9：00至2022年 9月26日16：00（逾
期将不受理竞买申请）。（二）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2年 9月26日
16：00（以到账为准）。（三）挂牌时间：2022年 9月19日9：00至2022
年9月28日 10：30。（四）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年9月 28日10：30。
（五）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
大厅。六、开发建设要求：（一）根据我县产业发展规划，该地块引进医
药制造业项目。（二）投资强度≥300万元/亩，年度产值≥500万元/亩，
年度税收≥30万元/亩。（三）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开发周期不得
超过三年，应自约定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

三年内竣工。（四）竞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批准的规划方案进行建设。
挂牌宗地出让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擅自更改规划和建设条件。因
非企业原因确需调整的，必须依据相关规定的公开程序进行。由开发
建设单位提出申请调整规划建设条件而不按期开工的，必须收回土地
使用权，重新按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五）该宗地装配式建造
严格按《关于进一步稳步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执
行。七、其他事项：（一）本次挂牌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牌不成交，由屯昌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重新组织挂牌出让。（二）该地块已落实安置补偿，地上附着
物已处置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问题，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宗地外已通水、通电、通路并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
需的条件。（三）成交后，竞得人应在2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屯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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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
让金。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

八、联系地址：屯昌县屯城镇兴业路北侧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人：吴先生 陈先生 联系电话：13807565343 18976211911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 8 月29日

屯昌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屯国自然资让告字〔2022〕3号

经屯昌县人民政府批准，屯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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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土地
位置

屯城镇龙河
路北侧

地块
编号

2022-G-3

土地面积

17220.10m2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R≥1.0
建筑系数

≥3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24米
停车位

≥62个
行政办公

≤7%

起始价

人民币
420万元

竞买
保证金

人民币
420万元

新华社联合国8月27日电（记
者尚绪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
次审议大会经过近一个月的磋商和谈
判于26日深夜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
束，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

会议决定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于
2026年在纽约举行。第十一次审议
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
年在维也纳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会
议分别于2024年和2025年在日内瓦
和纽约举行。会议决定，为加强条约
后续审议进程，将成立一个对所有缔
约国开放的工作组。

第十次审议大会主席兹拉维宁

对会议未能达成成果文件深表失
望。他在闭幕讲话中说，当前国际局
势对此次审议大会谈判进程和会议
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但他
同时也表示，此次大会完成了对条约
义务和承诺各方面的审议、互动、对
话、谈判的任务。各代表团在大会期
间重申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重
要性并承诺保持条约的适用性、维持
条约的信誉。

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中
国裁军大使李松率领代表团参会。会
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介绍了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并把“共

同安全”写入成果文件草案；高度评价
条约的地位和作用，主张全面平衡推
进核裁军、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
三大支柱，并强调条约在服务和平与
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积极表述
也写入了成果文件草案。中方全面阐
述中国维护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裁
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的立场；抨击美国
在冷战思维驱动下执迷“大国战略竞
争”、谋求绝对战略优势、强化军事同
盟、在欧亚大陆东西两侧挑动阵营对
立对抗、推进核导等战略力量前沿部
署等一系列消极举措；驳斥美国代表
妄称中国加速扩张核武库和拒绝同美

方就核军控问题开展实质性对话的无
端指责；表示坚决反对美英澳开展核
动力潜艇合作，并警示日本和相关国
家不得在亚太地区复制“核共享”；迫
使日本代表在会上公开申明日本政府
坚持“无核三原则”、不寻求“核共享”
安排；就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表达
严重关切。

李松在闭幕会议上指出，尽管本
次大会未能达成最后文件，但各方理
念、立场和诉求不断碰撞激荡，在复杂
矛盾分歧中寻求共识，这对认识和思
考当前国际形势经历的深刻复杂演
变，探讨应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面临

的严峻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李松强
调，这是共同安全理念和真正多边主
义的重要实践。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生
效，其主要目标是防止核武器和核
武器技术扩散、促进和平使用核能
的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实现核裁军。
条约规定，生效后每 5年召开一次
审议大会，审议条约执行情况。第
十次审议大会原计划2020年4月至
5月间举行，但因新冠疫情推迟至今
年8月。

2015年第九次审议大会也未能
形成最后成果文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26日说，自黑海港口农产品外
运协议执行以来，已有100万吨粮食
通过乌克兰的三个港口运往国外。同
日，俄罗斯外交部呼吁落实俄粮食和
化肥出口谅解备忘录，以确保全球粮
食安全。

据乌克兰总统府网站发布的消
息，泽连斯基26日在讲话中说，自农
产品外运协议执行以来，已有100万
吨粮食通过切尔诺莫斯克、敖德萨和
皮夫坚内三个乌克兰黑海港口运往国
外。这期间，共有44艘装载乌克兰粮
食的船只抵达15个国家。目前仍有
70多艘船只申请驶入乌港口装载外
运粮食。乌克兰的目标是每月通过海
运出口300万吨粮食。

俄罗斯外交部 26 日发布消息
说，为落实俄罗斯和联合国签署的关
于俄粮食和化肥出口的谅解备忘录
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尽管美国和欧
盟声称对俄制裁不适用于粮食和化
肥，但由于制裁，在银行结算、保险和
航运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障碍。俄方

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和认真的态
度，全面执行相关协议以确保全球粮
食安全。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27日说，过去一天中，乌克兰武装力
量三次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8日报道，
乌克兰扎波罗热州行政机构负责人巴
利茨基表示，已为扎波罗热核电站可
能出现的任何事态做好准备，包括制
定在必要情况下疏散居民的计划。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26日发表评论说，俄方正在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确保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团能安全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并实
现其既定目标。扎哈罗娃说，俄方希
望联合国方面能够将精力用于防止基
辅方面对核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乌
军正在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炮击，
一些炮弹落在乏燃料储存区，这一任
务变得更加紧迫。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6日援引扎
波罗热州政府代表罗戈夫的话报道
说，乌军蓄意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试
图造成核废料泄漏事故。

乌克兰已运出100万吨粮食
俄罗斯呼吁落实俄粮食出口协议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27日爆发
新一轮冲突，支持民族团结政府（过
渡政府）和国民代表大会的两派人马
交火，导致至少23人死亡。

多家媒体报道，这是的黎波里近
两年来爆发的最激烈冲突。冲突26
日夜间爆发，27日凌晨以来变得激
烈，双方动用轻型武器交火的同时，
在市中心区域部署了重型武器和装
甲车。利比亚卫生部门数据显示，至
少23人死亡，140人受伤。多座医院
遭波及，救护车难以抵达现场并运送
死伤人员。

民族团结政府总理阿卜杜勒·哈
米德·德贝巴27日晚些时候发布视
频，显示他慰问了前线人员。民族团
结政府在一份声明中指认支持法西·
巴沙加的武装人员首先在市内对车
队开火，同时批评巴沙加退出解决政
治危机的谈判。

今年2月10日，国民代表大会投
票选举前民族团结政府内政部长巴
沙加为新总理。然而，德贝巴多次公
开表示，其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将继

续执政至国家举行新的选举，政府权
力只移交给新的民选政府。

巴沙加方面 27日同样发表声
明，否认退出政治谈判，强调国民代
表大会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遭德贝
巴方面拒绝。

卡扎菲政权2011年被推翻后，
利比亚陷入动荡。得到联合国承认
的民族团结政府与支持它的武装力
量控制西部部分地区，而国民代表大

会则与“国民军”结盟，与民族团结政
府形成割据对峙之势。在联合国斡
旋下，利比亚冲突双方2020年10月
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停火协议，并于当
年11月同意2021年12月举行议会
和总统选举。2021年3月10日，利
比亚新民族团结政府（即过渡政府）
成立。然而，受各种因素影响，议会
和总统选举至今未举行。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政治僵局难解

利比亚新一轮冲突致23人死亡
这
是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利
比
亚
首
都
的

黎
波
里
拍
摄
的
损
毁
的
汽
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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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新冠病例超6亿
新华社纽约8月27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27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全
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6亿例。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7日18时21
分（北京时间28日6时21分），全球累计新冠确
诊 病 例 为 600443074 例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为
6485216例。

其中，美国是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
家，累计确诊病例为94184146例，累计死亡病例
为1043838例。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
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数据。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仍在快速攀升。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
诊病例2021年1月26日超过1亿例，同年8月4
日超过2亿例，今年1月6日超过3亿例，2月8日
超过4亿例，4月12日超过5亿例。

8月2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
心，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在39B发射台上。

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射系统”拟于
29日首次发射升空，却在发射前48小时倒计时
开始后遭遇雷雨天气，发射台3次遭雷击。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网站发布声明说，初步数据显示，
这几次雷击威力不大。 新华社/法新

发射在即

美登月火箭发射台遭雷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