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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预告
11月30日

23：00 突尼斯VS法国

23：00 澳大利亚VS丹麦

12月1日

03：00 沙特VS墨西哥

03：00 波兰VS阿根廷

以上比赛央视5套和5+直播

阿根廷队背水一战
力争拿下波兰队

11月30日晚至12月1日凌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
D组和C组各两场将同时开踢。4场比赛都颇具看点，阿
根廷队能否跨过波兰队这一关进入16强，值得关注。

突尼斯VS法国
突尼斯队在小组赛第二轮表现不佳，爆冷输给了

澳大利亚队。在对阵澳大利亚队的小组赛中，突尼斯
队在控球率、射门数、角球数上占优，但得势不得分。

法国队在第二场小组赛中2：1拿下丹麦队，两战两
胜提前小组出线，是本届卡塔尔世界杯第一支提前锁
定小组出线的球队。或许，在与突尼斯队的比赛中法
国队主帅德尚不会派出全主力球员出场，毕竟过几天
的淘汰赛才是“生死战”。

澳大利亚VS丹麦
丹麦队前两轮共有21次射门，但仅踢进了一个球，

对阵澳大利亚队时亟须解决临门一脚这个问题。
这场比赛将是一场攻防大战，看丹麦队的强攻和

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反击，谁更厉害。

沙特VS墨西哥
这将是一场死磕的较量，沙特队获胜就铁定出线。

若两队踢平，则需要看波兰VS阿根廷比赛的结果。
墨西哥队上一轮负于阿根廷队，陷入了绝境，两

轮比赛积1分，他们想要出线只有击败沙特队，并多
“捞”净胜球，这对于目前这支墨西哥队来说，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

波兰VS阿根廷
阿根廷队想战胜波兰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该

队首场爆出大冷，不敌沙特，次轮凭借梅西的个人发挥
才收获胜利。这场生死战阿根廷队必须要踢出高水平
技战术，否则就可能打道回府。

（本报记者 王黎刚）

热点追踪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9日电 当卡塞米

罗在第83分钟打进致胜一球帮助巴西队1:
0击败瑞士队，看台上的巴西足球前辈罗纳
尔多、卡洛斯、卡福以及卡卡等人相视一笑，
振臂欢呼。“五星巴西”再一次展现了他们深
厚的足球底蕴，没有任何意外，他们再一次
稳稳地提前一轮从世界杯小组赛中出线。

世界杯历史上，巴西队的战绩可谓是
独特的存在。算上卡塔尔这一次，这项全
球最顶尖、最吸睛的足球赛事一共举办了
22届，巴西队是唯一一个打进了22届决
赛圈的队伍，稳定性可见一斑！

而巴西队的这种稳定性并不仅仅是

参赛这么简单，从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
夺冠以来，巴西队已经连续14次从小组出
线（1974、1978、1982是从第一阶段小组
赛中出线）。自从1994年美国世界杯以
来，巴西队已经连续七届打进八强，其中
三次打进决赛，两次夺冠。

换言之，“桑巴军团”是一支下限很高
的队伍，他们的稳定，是在非常高水准上
的“稳定”。

本场面对瑞士，内马尔因伤缺阵，但
主教练蒂特在锋线上的选择依然游刃有
余。早已在欧冠赛场上大放异彩的维尼
修斯、罗德里戈，刚刚以亿元身价转投曼
联的安东尼，首场比赛打进精彩倒钩的理
查利森，还有马丁内利、热苏斯等人，巴西
队的锋线阵容厚度足以让所有对手从比

赛开始一直头疼到终场
哨响。

这也难怪在战胜瑞
士队之后，巴西队中从
教练到队员都在反复强
调，这支队伍目前正在
减少对内马尔的依赖，即便这位超级球星
缺阵，他们依然有足够的备选方案，能够
在困难时刻及时顶上。

本届世界杯巴西队另一大亮点在于
他们的防守。拥有在皇家马德里逐渐成
长为世界顶尖中后卫的米利唐、“大巴黎”
的后防核心兼队长马尔基尼奥斯、再加上
老当益壮的蒂亚戈·席尔瓦，这样豪华的
后防配置让巴西队的守门员阿利松成为
前两轮小组赛最“闲”的球员。

五星巴西 下限极高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9日电 卡塔尔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28日全部战罢，
法国队、巴西队和葡萄牙队提前出线，卡塔
尔队和加拿大队提前出局，首轮遭遇意外
失利的阿根廷队和德国队都稳住了阵脚，
在小组赛仅剩一轮的情况下，大部分小组
的出线之争仍充满悬念。

卫冕冠军法国队整体发挥稳定，其场
上进攻的核心和锋线尖刀姆巴佩状态越
来越好，独中两元帮助“高卢雄鸡”战胜丹
麦队，强势打破世界杯“卫冕冠军魔咒”提
前出线，他们未来的表现值得期待。

巴西队在第二轮击败瑞士队，虽然仅
仅是一球小胜，但这场胜利对他们来说非
常重要。因为他们在首战受伤的两个关键
球员内马尔和达尼洛可以在末轮得到宝贵
的休息时间，不至于冒着伤病加剧的风险
提前复出。提前出线的巴西队在第三轮比
赛有望展开大轮换，一方面让主力得到休
息，另一方面也让替补球员找找状态。

葡萄牙队的第二轮比赛中，虽然C罗没
有进球，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B费）包办了
两粒进球，展现出极佳状态。有人说，选C
还是选B，对葡萄牙队来说是一个幸福的烦

恼，但其实葡萄牙队完全可以两个都选。
两支出局的球队里，卡塔尔队虽然创

造了东道主首战失利、东道主最早出局两
项尴尬纪录，但他们在第二轮中打入了自
己在世界杯上的历史首球，也算有所收
获。加拿大队同样在本轮打入世界杯首
球，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对于其他强队来说，首轮取胜的英格
兰队、西班牙队和荷兰队都没能延续强
势，在本轮均与对手战平，这也让他们各
自小组的出线形势变得非常微妙，末轮比
赛他们不能掉以轻心。

诸强归位 悬念丛生
——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综述

11 月 28 日，
巴西队拉菲尼亚
（左）和瑞士队西
尔万·威德默在比
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广告·热线：66810888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22〕39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申请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
得参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
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
他条件：（一）申请人须具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
金，经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
书。（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
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
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该宗
为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到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原非法
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海南春昊食品有限公司不得参与该宗地竞
买。三、申请人可于2022年12月5日至2022年12月28日到海口市
龙华区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楼或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
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
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四、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2022年12月28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文昌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将在2022年12月28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五、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2年12月20日8时30分至
2022年12月30日11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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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0日11时30分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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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挂牌
现场会）。六、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当场签订
《成交确认书》，并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2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
日起3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二）本次出让宗地属工业用
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挂牌出让成交之日起二个月内完
成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具备规划报建条件，并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规
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
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一年半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
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和不在三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
的，由受让人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宗地出让价款 1‰的违约金。受
让人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市政府批
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
定》执行。（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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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海南省政府（琼府〔2018〕3号）文件规定具备动工开
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
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的净地条件无异议，在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
同意与出让人按该净地条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确认出
让地块交地开发建设。（四）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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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实施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号）有关
规定，本次出让宗地工业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不低于300万元/
亩，不设定年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项目产值和税
收征缴按照现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以上控制指
标及要求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文国土储
〔2022〕-6-1号），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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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国土储〔2022〕-6-1号）。（五）竞得土
地后，竞得人拟在文昌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
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六）竞得土地
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
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七）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
于文国土储〔2022〕-6-1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函》，
该宗地的竞得方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
项。（一）按照《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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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自然资规〔2022〕7号）要求，竞
买人可使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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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送达我局。（二）
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三）本公告未尽
事宜详见《文昌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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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
文城镇白金路2号。联系人：林先生、欧阳先生。联系电话：0898-
63330100、13976111340。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
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30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

（2022）-6-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龙楼镇文铜
公路东侧地段

面积
33618.66平方米
（折合50.428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

50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0.7，建筑密度≥4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24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1764.9797

竞买保证金（万元）

1764.9797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万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以上出让指标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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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须与万宁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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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经查询全国污染
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该地块不在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
内。用地如涉及压覆重要矿产及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在该地块内
进行项目建设依法需办理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审批手续及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2.该地块的旅馆用地
部分不得分割销售。3.该宗地须按照我省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管
理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不得兴建“类住宅”项目，不得采用住宅套型
设计，套内建筑不得设置独立厨房、卫生间、排水排烟等设施，具体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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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4.装配式建造方式应按照《海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进一步稳步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事项的通知》（琼建科函〔2021〕
155号）等文件要求执行。 四、竞买人资格及竞买要求：（一）竞买
人资格：1.竞买人资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
挂牌。属境外机构和个人（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
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
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项目竞买。2.竞买人要求：凡在万宁市
境内已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且造成土地闲置的，或者拖欠土地出让
金未缴的，均不具备竞买人条件。竞买人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
后与万宁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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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资料
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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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下方式进行，有意向的竞买人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
加竞买。不接受电话、邮寄、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申请地
点：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制和耕保组。竞买申
请时间：2022年11月30日8时30分至 2022年12月28日17时00
分（北京时间）。（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须按照挂牌出让手册的有
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足额交入指定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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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供土

地竞买保证金的，保函应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担保金额应
不少于全额土地竞买保证金，保证期限自保函开立之日起至挂牌交
易活动结束后不少于60日；纸质保函需在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间前2个工作日送达。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 12
月28日17时00分（北京时间）。（五）资格确认：经审核，竞买申请
人符合竞买资格，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的，万宁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将发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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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8时30分至2022年12月28
日17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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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挂牌
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参与报价竞价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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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8
时30分至 2022年12月30日15时00分，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
间工作日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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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大楼用途管制和耕保
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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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海
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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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自然资规〔2022〕7 号）要求，竞买人可使用
银行保函方式缴纳竞买保证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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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送达万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二）竞买成交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
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开工，涉及水务、绿化、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
全、交通管理和设计施工等应符合国家、海南省的有关规定。七、风
险提示：（一）本次交易采用线下报名及现场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竞
买人应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进行竞买申请和报价竞价。（二）竞买人应
当仔细阅读并熟知交易规则和有关文件后，参加交易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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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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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现场竞价，且不影响成交结果的法律效力。八、咨询方式：联 系
人：梁先生。 联系电话：0898-62217899。查询网址：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lr.hainan.
gov.cn:9002/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30日

交易公告号〔2022〕25号

（二）宗地净地情况：该地块已经达到下列净地条件：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土地权利清晰；不存在土壤污染，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确认通
水、通电、通路等，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已完成地上附着物清表，地上附着物已补偿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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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

地块名称

万宁日月逐浪驿站

拟建项目所属产业

旅游和文化体育产业用地

投资强度（万元/亩）

≥200
年度产值（万元/亩）

/

年度税收（万元/亩）

/

达产年限（年）

5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起始价（万元）

其他规划条件

省土储2022-01号地块

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年，
体育用地出让年限50年

绿地率≥40%
4497.2926

1.土地用途为零售商业体育混合用地（其中零售商业用地占3.60%，餐饮用地占8.26%，旅馆用地占48.14%，体育用地占
40%）。2.≤20米（地块整体建筑限高为20米，局部基于功能和景观设置需要的单体建筑物或构筑物高度可适当突破，但不得
高于36米）。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

竞买保证金（万元）

43167平方米（折合约64.75亩）

≤0.3（其中商业用地容积率≤0.46，
体育用地容积率≤0.06）

≤20米
4497.2926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增价幅度

万宁市日月湾、G98海南环岛
高速西北侧地段

≤30%
商业体育混合用地

10万元及其整数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