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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博会看未来生活新图景

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成
立后的首届年会，以“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2年世界互
联网大会乌镇峰会9日即将拉开帷
幕。一枕临流水，一网通天下。美丽
水乡乌镇再次吸引世界目光。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推进，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地球
村”，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在网络
空间休戚与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指
引下，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发展
治理，主动参与互联网国际技术标准
制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空间
国际治理体系建设，共同推动全球互
联网发展治理迈向更高水平。

不断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
——

从发布《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

略》、签署《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
与合作倡议》、发起“中非携手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促进全球互
联网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到举办亚太
经合组织数字减贫研讨会、中国—东
盟信息港论坛、中俄网络媒体论坛等，
持续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
有序的网络空间……

新时代的中国不断深化数字经济国
际合作，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积极参
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促
进互联网普惠包容发展，与国际社会携
手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积极搭建共商共建共享平台——
浙江乌镇，一座经历千年岁月的

古镇，在互联网之光的照耀下迸发出

绚丽的色彩。
2014年以来，世界互联网大会连

续8年在这里举办。各国政府、国际
组织、互联网企业、智库、行业协会、技
术社群等各界代表应邀参会交流，共
商世界互联网发展大计。

大会发布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概念文件、《携手构建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等一系列重要
成果，搭建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国际
平台和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的中国平
台。关于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
原则”“五点主张”“四个共同”等中国智
慧，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8年来，世界互联网大会不断凝
聚各方智慧共识，持续深化数字领域

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成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和数字经济
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用数字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浙江省建成全省统一公共数据平

台，强化“平台＋大脑”建设，开发上线
了七张问题清单、公平在线、民生“关
键小事”智能速办等127个重大应用，
让数字化既赋能重大改革，又惠及百
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将承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优势转
化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
动能，浙江省推进数字化改革的一项项
实践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生动缩影。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我
国数字经济规模达45.5万亿元，连续

多年稳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占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为39.8%；电子商务交
易额、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居全球第一；
农业数字化水平加快提升，精准作业
逐步普及……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网
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主动顺应信
息革命时代浪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
数字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为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基础。

据悉，本届大会将采用“线下+线
上”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举办世界互联
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携手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发布
展示、“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直通乌
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发布《中国互联
网发展报告2022》和《世界互联网发
展报告2022》蓝皮书等，向世界展现
中国之变，让世人触摸未来之光。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记者
王思北 商意盈）

共创美好数字未来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

商务部：

中国将继续坚持开放的
能源发展道路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记者谢希瑶、邹多
为）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8日表示，党的二十大报
告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新发
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将继续坚持开放的
能源发展道路，中国能源市场的持续稳定增长，将
有利于所有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也将为
世界各国提供更多更好的合作机遇。

盛秋平是在当天开幕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石
油贸易大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盛秋平说，面对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的交织影响，要加强沟通协
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把握时代
潮流，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合作共赢，推
动油气贸易高质量发展。

“欢迎各方积极融入中国市场，加强交流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盛秋平说，中国国际石油贸易
大会的召开，就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开放合作理念，
为中外油气行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让中国更
好融入世界，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本届中国国际石油贸易大会是第五届进博会
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由商务部、国家能源局和
上海市人民政府支持，商务部外贸发展局主办，会
期2天。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知名石油
公司、贸易和航运企业、金融和咨询机构以及学术
研究机构代表近500人以线上或线下方式参会。

第32届中国新闻奖、
第17届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揭晓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
者协会主办的第32届中国新闻奖、第17届长江
韬奋奖评选结果于11月8日揭晓。来自全国各
级各类媒体的376件作品获中国新闻奖，获奖作
品中，特别奖3件，一等奖72件，二等奖116件，三
等奖185件。同时评出的还有长江韬奋奖，长江、
韬奋系列各10位获奖者。

本次评选中，人民日报社评论《百年辉煌，
砥砺初心向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新华社通讯《砥柱人间是此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走
向民族复兴纪实》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特别报道》3
件作品得到与会评委的高度认同，获选中国新闻
奖特别奖。

此次评选中，涌现出多件反映2021年重点工
作、重大典型、重要活动的优秀新闻作品。例如，
宣传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思想和活动的重大主题
报道《总书记心中的“国之大者”》、典型宣传报道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舆论监督作品《“东
北黑土保护调查”系列报道》、媒体融合报道《复兴
大道100号》等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第17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10位获奖者是
（按姓氏笔画排序）：经济参考报社王文志、农民日报
社何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何绍伟、四川康巴卫视
启米翁姆、中国日报社罗杰、江西广播电视台金石
明、青海日报社胡永科、广西日报社谌贻照、人民海
军报社蔡年迟、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燕小康。韬奋
系列10位获奖者是（按姓氏笔画排序）：新华社王进
业、工人日报社兰海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刘峰、解
放军报社刘明学、学习时报社许宝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肖振生、湖南广播电视台龚政文、南方日报社黄
常开、法治日报社蒋安杰、人民日报社温红彦。他们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
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努力增强“四力”，敬业奉献，
业绩突出，事迹感人，为党的新闻工作作出了贡献。

中国记协将于近期举办第32届中国新闻奖、
第17届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为中国新闻奖特
别奖、一等奖获奖者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颁奖。

从“手术机器人总动员”到个性定
制香水，从工业元宇宙场景到节能大
师智慧分析诊断系统……在前四届进
博会发布超1500项新产品、新技术、
新服务的基础上，今年的进博会又迎
来数百项首发首展新品，各类好物集
中亮相。

进博会像“广角镜”，纳入世界各地
的精品好物、高新技术，满足人们日趋
个性化、多样化、便利化的需求；也如

“望远镜”，让人们得以透视美好生活的
未来样貌，实现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

尖端技术守护健康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关乎百姓健

康，也是进博会首发首展新品最集中
的区域之一。进博会上涌现的诸多医
药尖端技术，瞄准百姓不断提升的健
康需求。

“普通医生的操作精度一般约1
毫米，机器人能达到0.1毫米。做一
台传统癫痫手术需3名医生操作10
个小时，而在机械臂辅助下，手术精确
性可提升40%、时间缩短50%……”
在美敦力展台，三大手术辅助机器人
解决方案集体亮相，美敦力全球高级
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顾宇韶表示，
手术机器人正进入加速普及应用的快
车道，为国内患者带来创新的医疗解
决方案。

在进博会上，复星凯特展示了在
中国获批上市的CAR-T细胞治疗产
品奕凯达。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审评中心网站近日公示，奕凯达的新
适应症上市注册申请已获正式受理。

“这意味着这款抗癌新药将给患者带
来新的治疗选择，未来我们力争实现
每年至少一个新产品或新适应症上
市。”复星凯特CEO黄海说。

罗氏带来近10款全球创新产品，
覆盖血液肿瘤、乳腺癌等重大疾病领
域。赛诺菲带来2款针对罕见病的创

新药物……“罕见病领域有巨大的未
满足需求，进博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推动这些创新药品加速落地、惠及患
者。”赛诺菲特药全球事业部中国区相
关负责人俞蕾说。

进博会的“溢出效应”也在不断扩
散至一线基层地区。

第四届进博会首展后，GE医疗
的“5G磁共振管家”将基层医生与省
级专家“连接”了起来。“过去县里虽有
磁共振设备，但碰到病情复杂的病人，
还是会转到省里检查。”浙江省天台县
人民医院放射科张治邦主任介绍，现
在，这一实时“连接”能帮助县里提升
影像诊断和医疗服务水平。

个性定制“脑洞”大开
“个性化”“定制化”是近年来消费

领域的高频词。今年进博会的参展商
在个性定制方面不遗余力，有的甚至

“脑洞”大开。

让自己的爱车在颜色、外观上与
众不同，正成为很多消费者的选择。

“玄黑”“月白”“霁青”等一系列极具古
典韵味的车漆颜色，出现在奔驰展示
的“匠心高定”服务中。

结合个性化定制与“汽车轻改装”
需求，日本企业爱普生推出“微喷车
艺”。在展台上，由新工艺打印出的彩
色车衣粘贴在一辆新能源汽车表面，
由工人演示粘贴、撕除等操作。定制
汽车外观，正变得日益方便。

你更喜欢花果香调、木质香调还是
皮革香调？在欧莱雅展台，“电波穿香
室”前排着长队，填写完问卷，在头上戴
上装置，传感器就可记录在不同香味刺
激下的脑电波，进行个性化香水推荐。

“我们希望不断延伸‘消费个性化’这一
概念的边界。”欧莱雅工作人员说。

从引领消费者的需求，到被中国
消费者的需求引领，越来越多企业已
觉察并适应这一变化，将中国视为“提

升服务、加速转型的试验场”。

虚实结合“元”气十足
“屏幕上的这台挖掘机此刻正在山

东青州，距上海数百公里，但我在这里
就能开动它。”在卡特彼勒展台，一名工
作人员坐上看似平常的座椅，指着屏幕
说。只见他握住遥控手柄，一番操作
下，屏幕上的挖掘机就挖起了土。

利用5G通信技术，操作员在“虚
拟驾驶室”中，使用机器显示屏和控制
装置就可远程操作。这一“虚拟驾驶
室”可布置在远离施工现场的指挥中
心，用于危险区域的抢险救灾。

“到2026年，我国虚拟现实产业总
体规模力争超过3500亿元，虚拟现实
终端销量超过2500万台，培育100家
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骨
干企业。”第五届进博会前夕，工业和信
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联合
印发《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

动计划（2022—2026年）》，虚拟现实作
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备受关注。

在第五届进博会上，观众也可亲
身体验元宇宙的奇妙应用。

在英特尔展台现场，观众完成拍
球、投篮等动作后，屏幕上的虚拟数字
人会同步模拟体验者的姿势和反应，
做出一模一样的投篮动作。现场工作
人员介绍，这套解决方案将相机拍摄
的人体姿态实时重构和渲染为3D动
画，支持舞蹈、体育领域的数字重建。

“元宇宙会议”“元宇宙娱乐”……
进博会不少展台的集中展示，让人们
得以体验“元宇宙世界的一天”。

绿色低碳新风扑面
适应中国的“双碳”目标，绿色低

碳成为越来越多参展商主推的卖点。
在优衣库展台，红、蓝、绿、黄……

色彩明艳的摇粒绒服装格外惹眼。有
趣的是，这种触感柔软、被时下年轻人
称为“过冬神器”的面料来自再生材料。

“你要哪种类型的洗发水？”在韩
国化妆品企业爱茉莉太平洋的展台，
操作台边的工作人员左手拿着空瓶，
右手扳动把手，洗发水缓缓流入瓶内。

这是爱茉莉太平洋在中国首秀的
新概念卖场——“续装站”。类似于买
咖啡自带空杯，消费者可反复使用分
装瓶到店“续装”产品，而不用每次都
为新包装付费。“我们看到，越来越多
人开始重视包装浪费问题。”爱茉莉太
平洋中国总裁黄永慜说，“希望携手中
国消费者，一起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新
理念。”

从塑料瓶智能回收机到含有生物
质原料的低碳概念跑鞋，从各类电动
汽车到一个充电宝就可带动的打印机
……透过进博会场馆可以看到，绿色
低碳正变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行动和
生活方式。

（据新华社上海11月8日电 记
者何欣荣 舒静 王默玲 杨有宗 王辰
阳 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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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22〕19号

（二）宗地净地情况。该3宗地块的土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
权属清晰，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土地征收协议书》，土地补偿款、
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位。目前该3
宗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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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地已具
备净地出让的条件。经核查，上述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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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
境管理系统，该3宗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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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根据《海南省建
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琼国土资规〔2018〕7号）的规定，参照
非省级产业园区房地产业中住宅用地控制指标设定，该3宗地块项目
竣工时间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项目竣
工时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亩，其中27010-202257号地块项目
竣工时投资强度不低于33599万元；27010-202258号地块项目竣工
时投资强度不低于9062万元；27010-202259号地块项目竣工时投
资强度不低于4846万元，税收与产值不设定控制指标，以上控制指
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
容的组成部分。（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建筑退道路红线距离和建
筑退用地界线距离，应符合日照、消防、视觉卫生、防灾、抗震等要求；
建筑间距满足国家、海南省的相关规定。其中27010-202257号地
块，建筑退道路红线距离：北侧退防护绿地5米、东侧退防护绿地6
米；建筑退用地界线距离：东侧与商业地块相邻处退用地红线 8 米，
北侧与商业地块相邻处退用地红线 16 米。27010-202258号地块，
建筑退道路红线距离：西侧退防护绿地6米；建筑退用地界线距离：按
照地块图则要求，南侧退用地红线10米，北侧退16米。27010-
202259号地块，建筑退道路红线距离：西侧退防护绿地6米；南侧退
用地红线10米。2.其他配建项目及要求。根据建设规模及周边基础
设施建设条件，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和海南省人民政府
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理的意见》
（琼府〔2017〕96号）要求，合理规划建设其他各项配套服务设施。3.
机动车停车位按不少于1个/10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标准配建。4.

涉及装配式建筑的，按照我省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和澄迈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相关要求执行。5.该3宗地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项目建
设前须按规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措施防治地质灾害。
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属境外机构
（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工商主管部
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
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2.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
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澄迈县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
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澄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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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及时改
正的。3.与恒大悦珑湾项目有债权债务关系的企业不得参与竞拍。
4.竞得人须承担社会责任，完成恒大悦珑湾“保交楼”任务，竞得人以
形成对恒大方债权的形式出资完成“保交楼”任务，其中27010-
202257号地块预计不低于21136万元，27010-202258号地块预计
不低于4285万元，27010-202259号地块预计不低于3142万元，以
最终实际发生金额为准。缴款时间为政府要求保交楼日期之前，按
项目工程进度支付。5.竞得人须按照澄迈县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
设标准出资建设悦珑湾小区幼儿园并移交澄迈县人民政府，其中
27010-202257号地块出资金额约740万元，27010-202258号地块
出资金额约150万元，27010-202259号地块出资金额约110万元，
各地块出资金额按项目工程进度支付。6.竞买人在报名前可与澄迈
县房地产风险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澄迈县住房与城乡建
设局）对接，完全知晓出让宗地的条件以及竞得后所承担的责任与风
险，并向澄迈县房地产风险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书面承诺，
承诺已完全知晓出让宗地的条件以及竞得后所承担的责任与风险，
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严格按照要求进行项目开发建
设和经营管理，并履行相关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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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和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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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09时00分至 2022年12月7
日16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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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定一家银行缴
纳竞买保证金或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选定银
行缴纳竞买保证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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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买人须将竞买保证金足额缴入该账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
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缴存竞买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不接
受外币，且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所得，并出具
承诺。竞买人使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的，保函应为不可
撤销、见索即付保函，保函担保金额应不少于全额土地竞买保证金，
保函的保证期限应当自保函开立之日起至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结
束后不少于60日，保函需在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前2个工作日内送
达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2年12
月7日16时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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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09时00分至
2022年12月7日17时30分。五、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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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09时00分至2022年12月9日10时00分，受理
报价时间为工作日08时30分至11时30分及14时30分至17时00
分。（三）挂牌报价地点：澄迈县土地交易所（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
110-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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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项：（一）该3宗地块符
合澄迈县总体规划，属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用地年度计划指标已列
入我县2022年建设用地计划。该3宗地块将用于建设市场化商品住
宅项目，产业类别属于房地产业。（二）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
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
内容。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可以根据挂牌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
登记手续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
议》。（三）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
（四）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并按照《海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理的意见》（琼府
〔2017〕96号）要求，配套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涉及水务、绿

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
理规定。竞得人须在竞得土地使用权后半年内，按海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发布的《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标准》（琼建定〔2016〕299 号）在宗地
范围内修建围墙。（五）该3宗地块在挂牌成交后，在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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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
任。竞得人出资比例结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未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
准不得发生变动（竞得人向其关联方转让股权除外）。竞得人应出具相
应股东会议决议承诺该事项，在签订准入协议时提交并向当地工商行
政主管部门报备。竞得人竞得土地后在土地使用年期内未经属地市县
人民政府同意不得进行转让。经同意转让的，相关权利义务随之转
移。（六）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当即与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
《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竞买保证金在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
块的土地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
地出让金。（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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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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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徐先生；联系电话：0898-67629310、0898-
67629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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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9日

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010-202257号、27010-202258号和27010-202259
号3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地块
编号

27010-
202257

27010-
202258

27010-
202259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北一环
路3.5公里处南侧地段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北一环
路3.5公里处南侧地段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北一环
路3.5公里处南侧地段

面积
（公顷）

5.599788

1.51024

0.80768

用地规
划性质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二类居
住用地

土地
用途

城镇住
宅用地

城镇住
宅用地

城镇住
宅用地

使用
年限

70年

70年

70年

容积率

≤2.5
≤2.5

≤2.5

建筑
密度

≤25%
≤25%

≤25%

绿地率

≥40%
≥40%

≥40%

建筑
高度

≤45米
≤45米

≤45米

起始价
（万元）

26981

6651

3728

保证金
（万元）

16189

6651

3728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