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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10月24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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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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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三、位于万宁市山根镇高速路口东侧商业服务用地360m2土地使

用权。其中分别为120m2、240m2土地使用权【证号：万国用〔2003〕第
103020、103021号】。参考价97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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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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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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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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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现招聘女性执业拍卖师一名

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35.7551%股权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9HN0236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35.7551%股权。一、基本情况：海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4年11月3日，注册资本6992万元。具体详情见资产评估报
告。二、挂牌价格不低于2500万元。三、公告期：2022年9月30日至
2022年11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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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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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1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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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0月12日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22〕14号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本
控制指标在执行过程中，各市县及各产业园区为促进土地资源的节
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可以制定高于本控制指标的土地出让控制
指标”。2022年6月17日，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
具了《关于海棠湾控规HT05-08-01、海棠湾控规HT07-02-01地
块出让控制指标及自持比例的函》（三服园管函〔2022〕193号），确定
该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为700万元/亩，自项目建成并达产之日起，年度
产值为645万元/亩，年度税收为17万元/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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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的〔2022〕83号（01）市长办公
会议纪要精神及三亚市投资促进局出具的《关于明确我市近期拟出
让用地上拟建项目招商引资有关情况的复函》（三投促函〔2022〕155
号），该地块拟建设具有重大产业带动作用的产业项目，且该项目已
纳入《三亚市2022年市领导联系重点推进项目工作方案》（三投办
〔2022〕3号）重点项目，可按照《三亚市产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系
数表》相关成果开展地价评估工作，给予产业地价优惠。该宗地适用
三亚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4月19日公布实施的《三亚市国有建设用
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编制成果及于2022年2月23日公布实施的

《三亚市产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系数表》编制成果。结合该宗地
所在区位、土地用途及自持情况，本次拟出让宗地适用的基准地价情
况如下：1.零售商业用地基准楼面地价为2851元/建筑m2，折合土地
单价为380万元/亩（设定容积率为2.0）。2.餐饮用地基准楼面地价
为2592元/建筑m2，折合土地单价为346万元/亩（设定容积率为
2.0）。3.娱乐用地基准楼面地价为1555元/建筑m2，折合土地单价为
207万元/亩（设定容积率为2.0）。4.商务金融用地基准楼面地价为
3024元/建筑m2，折合土地单价为403万元/亩（设定容积率为2.0）。
根据有资质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并经评估专家小组评审通过，
该宗地土地评估总价为95130.2234万元。其中：1.零售商业用地土
地评估单价为10248元/m2（折合683.20万元/亩），土地评估价为
49558.3237 万元；2. 餐饮用地土地评估单价为 9320 元/m2（折合
621.34万元/亩），土地评估价为23973.7335万元；3.娱乐用地土地评
估单价为 5624 元/m2（折合 374.94 万元/亩），土地评估价为
10415.9180万元；4.商务金融用地土地评估单价为10868元/m2（折
合724.54万元/亩），土地评估价为11182.2482万元。该宗地在办理
农用地（未利用地）转用及征收手续时，占用农用地19908.10平方米
（全部为果园）。根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

条例〉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17号）的规定，三亚市耕地占用税
适用标准为35元/平方米，该宗地耕地占用税为69.6784万元。综
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和耕地占用税合计95199.9018万元。因此，确
定以95200万元作为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二）开发建设要求：1.
竞买人须在竞买初审前与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对
接，完全知晓该宗地《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
同时，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三亚
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
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2.竞得人
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
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
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3.
该宗地项目建设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装配率不得低于50%，
且需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具体按照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要求执行）。4.根据2022年6月17日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
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海棠湾控规HT05-08-01、海棠湾控规HT07-
02-01地块出让控制指标及自持比例的函》（三服园管函〔2022〕193
号），该项目自持比例90%（该宗地中商务金融用地为非自持，剩余零
售商业混合餐饮混合娱乐用地均为全自持）。5.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下
发的《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的意见》（琼自然资
规〔2021〕12号），该宗地应当严格按照该意见规定执行，禁止将该项
目变相改造为具备长期居住功能的“类住宅”建筑的行为。6.根据
2022年2月23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的《三亚市产业项目用地
基准地价调整系数表》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经批准适用了《三亚
市产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系数表》的产业项目用地……。如经
各产业主管部门或园区主管部门考核未能达到《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即“对赌协议”）约定的出让控制指标及项目开
发建设要求，则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按照出让时的土地市场价值
（即未适用产业地价优惠的土地价值）补交地价款。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范围：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申
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片区
产业规划发展的要求，该宗地拟建设零售商业项目。竞买人或其关
联企业需同时满足：1.近五年来连续三年入围《财富》杂志世界500
强。2.近三年来至少一次入围中国连锁企业百强排行榜前10强。竞
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严格按照
规划的相关要求进行开发建设。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现代服
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初审。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
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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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证金及付款方式：根据2021年2月17日三亚市人民政府
对《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调整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竞买保证金缴交比例、土地出让金缴纳额度及缴款时间等有关问
题的请示》的批示精神，该宗地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57120万元整
（即挂牌出让起始价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
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具
初审文件的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8 日。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
权，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
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竞得人应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缴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逾期未付清土地出
让金的，自然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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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2年9月29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印发的《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
知》，该宗地可采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三）竞买申
请人可于2022年10月12日至2022年 11月 11日到三亚市房产信
息中心（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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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
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
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22年 11月 11日16时3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
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
11月 11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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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挂牌时间为：2022年 11月 3 日 9 时00
分至2022年 11月14 日 10时 00 分。（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
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
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
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
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
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
止前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
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六）本次竞买活
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成交
价款含耕地占用税，其他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八）其他事
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
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联系电话：88364406、65303602。联系人：赵
先生（13807527707）。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
务中心7楼7005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2.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号窗口。查询网址：http://
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
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0月11日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挂牌出让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规HT07-02-0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事项的批复》（三
府函〔2022〕792号）精神，经市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
设要求：（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规HT07-02-01地块，面积102891.54平方
米，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混合餐饮混合娱乐混合商务金融用地（用地代码：090101/
090103/090301/0902），对应土地用途为零售商业混合餐饮混合娱乐混合商务金融用地，兼容比例4.7:2.5:1.8:1.0。其中：1.零售商业用地，
面积48359.02平方米；2.餐饮用地，面积25722.89平方米；3.娱乐用地，面积18520.48平方米；4.商务金融用地，面积10289.15平方米。2022
年7月13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海棠湾片区控规HT07-02-01地块内约103140.98平方米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
控规HT07-02-01地块约103140.98平方米用地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收地）单位
签订了《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用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
关征地材料现存于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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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同时，经我局核查，该宗
地不属于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到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控规
编号

HT07-02-01

合计
备注：1.控规HT07-02-01地块建设停车位2063个；

2.控规HT07-02-01地块建筑限高50米（局部80米），限高80米建筑占地面积不超过总建筑占地面积的10%。

土地面积
（m2）

48359.02

25722.89

18520.48

10289.15

102891.54

用地规划性质

零售商业用地（用
地代码：090101）
餐饮用地（用地代

码：090103）
娱乐用地（用地代

码：090301）
商务金融用地（用
地代码：0902）

/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餐饮用地

娱乐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

使用年限
（年）

40

/

规划指标

容积率

≤2.0

/

建筑限高
（m）

≤50（局部
80米）

/

建筑密度
（%）

≤60

/

绿地率
（%）

≥25

/

评估单价
（元/m2）

10248

9320

5624

10868

/

评估总价
（万元）

49558.3237

23973.7335

10415.9180

11182.2482

95130.2234

2022年4月底，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巡查发现位于临高县
博厚镇南贤村源鑫石材厂存在多处废弃厂房及构筑物（经度：
109.75539744，纬度：19.88332525），其中钢结构（房）798平方米，
简易结构（房）2795.4平方米，混凝土地面9489平方米。经调查认
定，该厂房无相关用地和报建手续，属违法建筑。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并依法作出处理，请违法建筑当事人在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主张权利进行
陈述申辩或自行拆除上述违建。逾期未主张权利或自行拆除的，
我局将认定为无主违法建筑，并根据《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
等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强制拆除。

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李巧 0898-31176522

临高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10月11日

关于无主违法建筑物的公告

各位股东：

我司于2022年10月9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经事后核查，发现会议召开时间通知有

误，现将会议时间更正为2022年10月24日（周一）上午

10:00。除以上更正事项外，2022年10月9日公告的会议

通知其他内容不变。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0日

关于召开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招标公告
兹有海南省技师学院中国（海南）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一、项目概况：拟建一栋总建
筑面积11100m2的综合楼，包括土建等专业工程及配套工
程。二、工程地址：澄迈县老城镇南海大道4号。三、完成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并提交政府行政服务审批局，配合审批局组
织专家评审通过。四、资格条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效的
营业执照等（详见招标文件）。投标人须于2022年10月14日
16：00前与联系人报名领取招标文件并将报名文件递交到海
口市国兴大道海航豪庭嗨寓三楼代建部。联系人：余工，电
话：18689713862。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2日

新华社巴黎10月11日电 法国经济
和财政部长勒梅尔10日在国民议会发言
时批评美国经济强权，呼吁欧美之间建立

“更加平衡”的经济关系。
勒梅尔当天在国民议会讨论今年预

算案时表示，法国不能允许乌克兰危机造
成美国经济主导全球而欧洲经济遭到削
弱。欧洲经济削弱不符合任何人利益，需
要在能源等领域寻求建立美国和欧洲大
陆之间更加平衡的经济关系。

他说，法国工业受到能源价格高企直
接影响，一些企业减少生产，还有一些企业
正向美国、加拿大等能源价格较低地区转移
生产线，法国再工业化战略因而受到威胁。

他表示，如果放任能源价格居高不

下，法国工业将遭到削弱，企业竞争力将
受到影响，因此法国考虑与其他欧洲国家
合作将天然气价格与电价“脱钩”，向天然
气发电企业提供补贴以维持“能够接受”
的电力价格。

法国财长批评美国经济强权

希腊和土耳其10日正式开通首条
“友谊航线”轮渡服务，往返于希腊北部港
口塞萨洛尼基与土耳其西部港口伊兹密
尔，开辟这两个有着宿怨的邻国之间第一
条海上直通航道。

据法新社报道，总部设于希腊的莱万
特渡轮公司宣布，旗下“莱万特士麦那”号
渡轮10日起开始在两国间往返运载乘客
和货物。这艘渡轮最多可载948名乘客
和300辆车，将有利于提升两国的商业利
益、加深彼此联系。

渡轮于当地时间 10日 17 时 15 分
（北京时间22时15分）开始测试航行，载
送35人，主要是莱万特公司员工，将经历
大约14小时航程，抵达伊兹密尔。

这家船运企业过去三年总计投入约
1600万欧元建设这条航线，今后每周将
运行三趟轮渡。

这是希土两国本土之间开通的第一
条海上主干航道。过去，只有一些希腊东
部岛屿提供用小船零散搭载人员和货物

前往附近土耳其港口的服务。
希腊与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

归属、领海与领空划分、移民事务、塞浦路
斯等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两国政府近年
来虽然展开一系列磋商和对话以改善关
系，但仍时有龃龉。

土方近来指责希腊违反国际协议，在
爱琴海中邻近土耳其海岸的十几个岛屿
保持军事存在，还利用防空系统骚扰土耳
其战斗机。希腊方面则表示，需要防守其
东部岛屿，并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
洲联盟和联合国谴责土耳其官员针对希
腊日益挑衅的言论，以免紧张关系升级为
冲突。

印证两国关系紧张的最新案例发生
在欧盟国家政府首脑上周在捷克首都布
拉格举行非正式会议期间，列席会议的土
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一
场正式宴会中致辞时，希腊总理基里亚科
斯·米佐塔基斯起身离席。

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希腊与土耳其开通首条直通轮渡航线

观 天下

10月10日，在希腊北部港口塞萨洛尼基，“莱万特士麦那”号渡轮起航前往
土耳其。 新华社/法新

匈牙利政府10日说，匈牙利和塞尔
维亚已同意建造一条输油管线，从而使塞
尔维亚能经由“友谊”输油管线获得俄罗
斯乌拉尔原油。

匈牙利政府发言人科瓦奇·佐尔坦在
社交媒体推特上说：“新输油管线将使塞

尔维亚得以通过接入‘友谊’输油管，获得
更便宜的乌拉尔原油。”科瓦奇说，塞尔维
亚的原油供应主要来自穿过克罗地亚的
输油管线，“鉴于（欧洲联盟）已采取的（对
俄）制裁措施，未来不太可能这样运油”。

欧盟上周宣布第八轮对俄制裁，包括

对俄罗斯向第三国海运出口的原油设价
格上限。

“友谊”输油管道起点在俄罗斯西南
部萨马拉州，北线经白俄罗斯通往德国和
波兰，南线经乌克兰通往捷克、斯洛伐克
和匈牙利。管道南线多年来是捷克、斯洛

伐克和匈牙利炼油厂的主要原油来源。
本月早些时候，匈牙利同样表态，将

在需要的情况下帮助塞尔维亚运输天然
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先前说，
匈牙利的天然气储备可支撑5至6个月的
消耗。 卜晓明（新华社微特稿）

匈牙利与塞尔维亚同意建输油管线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
罕默德11日确认，他将参与即将举
行的国会下议院选举。

马哈蒂尔当天在行政首都普特
拉贾亚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说：“我
们决定（吉打州）兰卡威选区的竞选
人是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并非总理
候选人而是代表普通民众（参选）。”

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萨布
里10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解散国
会，为新一届选举做准备。依据马
来西亚法律，选举必须在国会解散
60天内举行。据马来西亚国家新

闻社11日报道，选举委员会定于
20日召开特别会议，以确定选举重
要日期。

马哈蒂尔现年97岁，是马来西
亚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他1946
年开始政治生涯，1981年至2003
年担任总理。2018年5月，他以反
对党联盟领导人身份带领“希望联
盟”赢得选举继而组建政府。2020
年 2月，马哈蒂尔突然辞任总理。
随后，他组建新政党并与其他一些
小党组建联盟。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马哈蒂尔宣布参选国会议员

法国研究人员发现，远古时代
的火星地表以下或许有大量微生物
存在，但它们的存在改变了火星气
候，并因此导致自身灭亡。

巴黎索邦大学研究人员以火星
气候和地形模型为依据，评估约40亿
年前这颗红色星球的地壳宜居性后得
出上述结论，研究报告刊载于10日出
版的英国杂志《自然·天文学》。

科学家认为，当时的火星有水
存在、气候温暖，比如今宜居。研究
人员推测，这种条件下，火星地表下

面存在大量微生物。它们生活在几
十厘米厚的土壤之下，得以躲避宇
宙辐射。它们摄入火星稀薄大气中
的氢气，释放出甲烷。它们在火星
上茁壮生长，只要不结冰的地方都
有它们的踪迹。

然而，由于大量摄入氢气并排
放甲烷，这些微生物改变了火星温
暖、潮湿的气候，导致火星冰河时代
到来，并因此导致它们自身灭亡。
地球同期的情况却与此相反。

袁原（新华社微特稿）

远古火星地下或存在大量微生物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1日电
（记者熊茂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11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
济展望报告》，预计2022年全球经
济将增长 3.2%，与 7月预测值持
平；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
放缓至2.7%，较7月预测值下调0.2
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
诸多挑战：通货膨胀率达到几十年
来最高水平、大多数地区金融环境

收紧、乌克兰危机以及新冠疫情持
续，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

具体来看，发达经济体今年预
计将增长2.4%，较此前预测值下
调 0.1 个 百 分 点 ；明 年 将 增 长
1.1%，较此前预测值下调0.3个百
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今年预计将增长3.7%，较此前预
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明年将增
长3.7%，较此前预测值下调0.2个
百分点。

IMF下调明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