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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2年9月22日 星期四A16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方供电局陈欠客户欠费公告
尊敬的广大用电户：

依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七条“用户应当按照国家批准的电价，并按照规定的期限、方式或合同约定的办法，交付电费”的
规定，我局现登报告知以下欠费用电户，请在2022年9月30日前到我局属地供电所缴清所欠电费及违约金。逾期未缴清者，我局保留
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特此公告。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方供电局 2022年9月22日
另附明细单，列出欠费客户的户号、户名、用电地址、欠费金额（不含违约金）。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用户编号

07130032
00641254

07130032
00641368

07130032
00430793

07130032
00614186

07130032
00641314

07130032
00641351

07130032
00076313

07130032
00615471

07130032
00614370

07130032
00641272

用户名称

居龙村

新街村

张灵康

吴兆武

蔡永辉
（大厦公变）

孙庆章

温明亮

陈昌华1号

其贤冰厂

东河镇农工
商公司

用电地址

居龙村

新街村

福 跃 村
04杆

地址不详

地址不详

地址不详

玉龙村公
变

东河响水
村

地址不详

地址不详

欠电费

18079.06

34064.12

19103.66

27480.92

18401.6

18481.56

12645.11

43812.14

12335.64

30670.8

235074.61

供电单位

八所供电所

八所供电所

八所供电所

八所供电所

八所供电所

八所供电所

东河供电所

东河供电所

八所供电所

东河供电所

陈欠电费情况
开户时间：已无法查明，位于居龙村，从事房地产业，2001年6月始欠费，账龄
21年，经核查，户名为村名，但不能代表村委会，且村委会不承认该笔电费，已
无法找到合法凭证，用电户已不知去向，2005年12月不再用电。
开户时间：已无法查明，位于新街村，从事居民生活，2002年欠费，账龄20年，
经核查，户名为村名，但不能代表村委会，且村委会不承认该笔电费，已无法找
到合法凭证，用电户已不知去向，2002年6月不再用电。
开户时间：2009-09-28，位于福耀村2号公变，从事商业，因经商失败亏损的原
因停业，2011年始欠费，账龄11年，经当地村委—居委打听，均不知其具体身份
信息、当时经营所在地、联系方式、具体家庭住址，2013年2月不再用电。
开户时间：已无法查明，用电地址不详，从事非工业，因经商失败亏损的原因停
业，2008年欠费，账龄14年，经当地村委—居委打听，均不知其具体身份信息、
当时经营所在地、联系方式、具体家庭住址，2008年9月不再用电。
开户时间：已无法查明，用电地址不详，从事居民生活，因为去向不明，2005年
欠费，账龄17年，经当地村委—居委打听，均不知其具体身份信息、当时居住
所在地、联系方式、目前具体家庭住址，2005年7月不再用电。
开户时间：已无法查明，用电地址不详，从事居民生活，因为去向不明，2001年
欠费，账龄21年，经当地村委—居委打听，均不知其具体身份信息、当时居住
所在地、联系方式、目前具体家庭住址，2001年7月不再用电。
开户时间：2009-09-25，位于玉龙村公变，从事居民生活，因为去向不明，
2011年始欠费，账龄21年，经当地村委—居委打听，均不知其具体身份信息、
当时居住所在地、联系方式、目前具体家庭住址，2014年9月不再用电。
开户时间：2011-08-26，位于东河响水村，从事农业排灌，因种植失败亏损停
业，2013年欠费，账龄9年，经当地村委—居委打听，均不知其具体身份信息、
当时经营所在地、联系方式、具体家庭住址，2013年7月不再用电。
开户时间：已无法查明，用电地址不详，从事非工业，因经商失败亏损的原因停
业，2008年欠费，账龄14年，在工商查不到其存在情况，且与当地居委打听，
也不知当时厂址具体位置、相关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2008年6月不再用电。
开户时间：已无法查明，用电地址不详，从事非工业，因经商失败亏损的原因停
业，2002年欠费，账龄20年，在工商查不到其存在情况，且与当地居委打听，
也不知当时厂址具体位置、相关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2002年9月不再用电。

（二）宗地净地情况
根据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2021-05号宗地净地出让

条件的证明》，该宗土地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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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用地投资强度指标设定为不低于350
万元/亩，年度产值不低于500万元/亩，年度税收不低于12万元/亩。

（二）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
3年内。

（三）该宗用地应当实施装配式建筑，装配率不低于50%。
（四）项目建成后，建筑自持比例100%，不得分割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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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
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境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
区）申请参加的，应当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
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境外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
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
证；香港地区申请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
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
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湾地区比照香港
地区执行。

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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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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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9:00至2022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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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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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9:00至2022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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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9:00至2022年10月24日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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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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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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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陵自然资告字〔2022〕29号

宗地编号

2021-05号

宗地
位置

三才镇

宗地面积
（平方米）

4615

宗地
用途

旅馆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5

建筑密度
（%）

≤35

绿地率
（%）

≥30

建筑限高
（米）

≤20

出让年期
（年）

4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668

起始价
（元/平方米）

1842

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现就2023年春季印刷用纸进行公

开招标。要求如下：中标企业须负责代为保管中标纸张，且

自有标准仓储面积不少于500m2；须按我公司生产进度要求

分批按时将中标纸张配送至指定印厂；货款结算方式由我公

司确定。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投标，须于2022年9

月28日17:30前到海口市金盘建设三横路2号二楼报名。

未尽事宜咨询：符女士、吴女士；电话：0898-66830930，

13976895165；邮箱：864866976@qq.com。

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2日

招标公告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9月23

日凌晨00:00～06:00对白沙七坊镇金波农场网络设备进

行割接优化。届时金波农场地区的用户使用宽带、IPTV和

固定电话的业务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白沙分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