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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2年11月30日 星期三A11

遗失声明
澄迈永金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丹燕来餐饮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51976697，声明作废。

●琼海市中原镇大锡村民委员会

寿下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33652401，声明作

废。

●林慧珍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

号：200946005018，声明作废。

●定安县龙州中心小学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5057205，

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领航学生托管中心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34601051970637，声明

作废。

●澄迈县裕康养猪专业合作社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澄迈县支行营

业 部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25172201，声明作废。

●闫宝君遗失山东省海洋与渔业

监督监察总队第二支队核发的远

洋渔业职务船员无线电操作员证

书，证书号码：220222196903047

835，声明作废。

●陈光吉遗失三亚市渔政渔港监

督管理处核发的海洋渔业职务船

员 机 驾 长 证 书 ，证 书 号 码 ：

460200195103121699，声 明 作

废。

●曾琼花不慎遗失坐落于海口市

秀英区长滨路80号永秀花园一栋

二单元1206房的房屋租赁证，证

号：1401号，现声明作废。

●海南浩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9027MA5T1C

1W9W）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增

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琼

B2-20170221，声明作废。

●海南原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

废。

●海南隆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编码：46020000061376）

一枚，声明作废。

●儋州尚丰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9003MA5RGU

4Y3J）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告
海南省价格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任
期即将届满，为做好第五届理事会
的换届工作，根据《社团组织登记
管理条例》和《海南省价格协会章
程》的有关规定，请我会会员单位
于2022年12月25日前以书面形
式向我会反馈其会员资格的确
认。特此公告。

海南省价格协会
2022年11月25日

公示
鉴于本公司2022年10月30日股
东会决议，注销“海南环绿园艺景
观有限公司万宁分公司”。所有与
该分公司相关债权债务，请在本公
示发布之日起15日内申报核对，
逾期本公司概不负责。

海南环绿园艺景观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含盐污水处

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已经编制完成，现向公众

进行信息公告，详见http://hnsthb.

hainan.gov.cn:8007/hbcenter/

qyzzhpysgsIndex.jsp，鄢 工 ：

0898-88225370。 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迁坟公告
我局拟在屯昌县屯城镇光明小学

建设教学综合楼、学生食堂宿舍楼

及附属工程。经现场核实发现校

园内东侧有一座坟墓未迁移，请有

关坟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个

工作日内到屯昌县教育局办理登

记迁移手续，并自行迁移，逾期未

迁移的按无主坟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13976072189

屯昌县屯城镇人民政府

屯昌县教育局

2022年11月29日

●海南奥瑞金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南省丛仙堂药材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及法人章各一枚，现声

明作废。

●钟明雄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护士执业证书一本，护士执业证

书编号：202146001061 号，特此

声明作废。

●海南省五指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登

记号：42820763546900111A3001，

声明作废。

●伍明丰不慎遗失坐落于陵城镇

污水塘开发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证号：陵国用（陵城）字第

05253号，声明作废。

●三亚立侠再生资源回收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李名富不慎遗失琼儋渔73129

的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编号：（琼

儋）船登（籍）〔2021〕HY-000006

号，现声明作废。

●李名富不慎遗失琼儋渔73129

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编号：

4690030210098，现声明作废。

●儋州星亮乐队遗失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副本一本，证号：琼

儋民证字第030002号，声明作废。

声明
海南新澳洋实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7798707
450Y）承诺位于海南省澄迈县
老城镇工业大道316号藏龙福地
项目 8号楼 1单元 25层 2501 号
房，业主是白建平（身份证号码：
130104196103230616），该房源
不存在一房二卖。联系电话：
0898-67489907。

海南新澳洋实业有限公司

道歉声明
本人叶剑刚因非法捕捞水产品被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判
处刑罚。通过审判，我对自身所犯
的错误和造成的危害后果已有深
刻的认识，真诚悔过。本人的行为
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实属不
该。本人真诚地道歉，保证今后遵
纪守法，爱护环境，杜绝违法犯罪
行为。在此写这份道歉声明，希望
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谅解！

道歉人：叶剑刚

●澄迈县太平学校六山小学遗失

澄迈县金冮农村信用合作社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04417004，

声明作废。

●澄迈县太平学校博芳希望小学

遗失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江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4416105，声明

作废。

●白沙泰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坐落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

县牙叉镇方亮新区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证号：白国用〔2011〕第 37

号，声明作废。

●海南福豪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车牌号为琼E9922挂的

营运证，运营证编号：琼交运管洋

浦字462000060578号，现声明作

废。

●卓大平遗失临高县农业农村局

核发的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证

书号码：460024198109133247，

声明作废。

●王修玉遗失山东省海洋与渔业

监督监察总队第二支队核发的远

洋渔业职务船员二级船长证书，证

书号码：3707211968082875X3，

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拍卖公告

海南国懋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21218期）

爱在海南，民藏遗珍——国懋国际
2022艺术品慈善拍卖会将于12月
18日举行，涵瓷器杂项、名家书
画等，欢迎各界新老藏家莅临。（预
展现场领取拍卖图录）
预展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12月
17日，拍卖时间：2022年12月18
日上午9:00。预展地址：华发大
厦国懋展览厅（海南省海口市大
同路 25 号华发大厦二楼）。拍卖
地址：天佑大酒店会议厅（海南省
海口市滨海大道239号）。咨询电
话：15098501188。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49049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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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3876490499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3876490499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490499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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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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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长期收购未解决的执行疑难案件
房产民事案件15595697602李律

商业信息

声 明

以下企业已停止经营多年，为避免继续存续损害企业、出资人及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海口市琼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决定依法组成国
有企业清算组对其进行清算。以下企业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以下企业的债务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逾期清偿的，清算组将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清算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企业名称
海口龙塘糖厂

海口琼山中国旅行社
海口琼山旺惠经贸发展公司

海口琼山食品厂
海口琼山热带作物开发公司

海口安居房产测绘所
海口琼山造纸厂

海口琼山琼台商场
海口琼山对外经济发展总公司

海口琼山对外贸易总公司
海口市琼山区建筑材料公司

海口琼山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
海口琼山区种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商注册号
914601002014200609
9146010020142159XR
91460100201422461H
914601002014209760
9146010020142482X9
914601007358323854
914601002014241925
91460100201428804N
914601002014242488
914601002014242563
91460100201420239D
91460100735834751R
914601002014210474

序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企业名称
海口琼山物资总公司

海口府光商场
海口琼山工业经济发展公司

海口甲子糖厂
海口琼山水产供销公司

海口龙塘陶瓷厂
海口琼山五金交电化工公司
海口实发水电安装预制公司
海口钻井勘探基础工程公司

海口大园旅游工艺厂
海口文庄旅游产品开发公司

琼山县公司乡镇企业物资供销经营部
（琼山县乡镇企业供销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商注册号
91460100201423376K
91460100201421370J
91460100201422779C
914601002014209685
91460100201421426M
91460100201420204T
9146010020142036X4
91460100201420116C
91460100201422912U
91460100713888927P
91460100201420925P

843-2

清算组联系人：邓文富，电话：15308993456、0898-68533919，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17号财盛大厦22楼。
海口市琼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国有企业清算组

2022年11月29日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关于限期接受调查询问的公告

北京鼎泰恒装饰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6日，我局收悉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报送无忌海项目一二期违法违规情况的函》（琼山住建函
〔2022〕289号），函中对您司将与开发商海南荣丰华瑞实业有限公
司签订承包的“融创无忌海”项目一二期外墙涂料工程约定分包给
浙江鹏远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并与其签订《融创无忌海一、二期
外墙涂料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行为，认定为违法转包、分包。因多
次与您方联系，您方均以在外地为由拒绝接受本机关开展的现场询
问调查。为调查核实您方的涉嫌违法转包分包的情况及保障您方
陈述、申辩的权利，现依法予以公告，限您方自公告之日起7天内携
带本司法人身份证明（委托他人前来处理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到本
机关接受询问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
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有如实回答询问、协助调查的义务。

逾期不到本机关接受询问调查而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您方
承担，本机关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特此公告。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2022年11月30日

联系人：孙巨军 联系电话：0898-68520032
邮政编码：571100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340号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关于限期接受调查询问的公告

浙江鹏远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6日，我局收悉海口市琼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报送无忌海项目一二期违法违规情况的函》（琼山住建函
〔2022〕289号），函中对您司在与北京鼎泰恒装饰有限公司签订了
《融创无忌海一、二期外墙涂料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后，将劳务施工
项目分解后转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个人，涉嫌存在违法转包，分
包的行为。因多次与您方联系，您方均以在外地为由拒绝接受本机
关开展的现场询问调查。为调查了解您方的相关情况及告知您方
相关权利，现依法予以公告，限您方自公告之日起7天内携带本司
法人身份证明（委托他人前来处理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到本机关接
受询问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第二
款的规定，当事人有如实回答询问、协助调查的义务。

逾期不到本机关接受询问调查而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您方
承担，本机关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特此公告。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
2022年11月30日

联系人：孙巨军 联系电话：0898-68520032
邮政编码：571100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340号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交易公告〔2022〕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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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须与万宁市商务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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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与省土储2022-01号地块为同一控规地
块［即万宁市日月湾时尚运动小镇（冲浪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B-03
号地块］，如上述两宗地为同一竞得人竞得，可统一规划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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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馆用地不得分割销售。竞买人需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与万宁市
商务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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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指定账户足额缴存竞买保证金或使用
银行保函方式提供竞买保证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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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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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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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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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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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起始价（万元）

其他规划条件

万让2022-69号地块

零售商业用地、餐饮用地、旅馆
用地40年，体育用地50年

绿地率≥40%

6353

建筑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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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57公顷
（合90.99亩）

容积率≤0.3（其中商业用地容积率
≤0.46，体育用地容积率≤0.06）

≤20米

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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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商业用地0.2184公顷，餐饮用地
0.5010公顷，旅馆用地2.9200公顷，体
育用地2.4263公顷

10万元及其整数倍

地块名称

万让2022-69号地块

其他准入条件：旅游和文化体育产业投资强度指标应为≥200万元/亩。

拟建项目所属产业

旅游和文化体育产业

产业类别
旅游和文化
体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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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乐自然资公告﹝2022﹞23号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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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二）该宗地块土地权属清晰，征地补偿安置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全部补偿完毕，无法律经济纠纷、符合净地出让条件，地块周
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的土地条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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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设定出让指标，具体如下：

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竞得人须与乐东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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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竞得人自取得
土地使用权之日起一年内动工开发建设，自开发建设之日起三年
内完成项目建设；须严格按照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设计要求进行
开发建设；如造成土地闲置，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
若干规定》执行。2.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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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该宗地块按装配式建
筑方式开发建设。3.竞得人在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后，竞得人出资比例结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未经土地所在地
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发生变动。

三、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及自然人均可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属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
书。2.对发现并核实竞买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参加
挂牌出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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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东
黎族自治县内其它区域内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因企业原因造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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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重大税收违法行为的；（6）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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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到乐东黎族自
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现场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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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竞买
申请地点：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
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竞买申请时间：2022年11月30日9时
00分至2023年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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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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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本次竞买保证金的
币种为人民币，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
款、转账和募集资金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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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手册）。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3年1
月3日16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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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黎族自治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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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9时00分至2023年1月3日17时00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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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9时00分至2023
年1月5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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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黎
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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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
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双
方的印花税由竞得者缴纳），其他税费按规定缴交。（二）如不按批
准的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及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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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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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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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竞价，且不影响成交结果
的法律效力。

七、咨询方式：交易业务咨询：联系人：林先生、蔡先生。联系
电话：0898-85531814、13337615159。查询网址：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lr.hainan.
gov.cn:9002/。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29日

宗地
编号

乐储2022-5号

乐储2022-6号

其他规划控制条件：配套设施为公厕

土地面积
（m2）

16927.34平方米（25.3910亩）

19938.19平方米（29.9073亩）

地块
位置

莺歌海镇滨海路西侧

莺歌海镇滨海路西侧

使用
年限

50年

50年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建筑
密度

≥40%

≥40%

容积
率

≥1.0

≥1.0

绿地
率

≤20%

≤20%

限高
（米）

20

20

竞买
保证金

920万元

1080万元

挂牌
起始价

920万元

1080万元

地块
名称

乐储2022-5号
乐储2022-6号

其他准入条件：

拟建项目
所属产业

工业项目
工业项目

投资强度
（万元/亩）

400
400

年度产值
（万元/亩）

300
300

年度税收
（万元/亩）

10
10

达产年限
（年）

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