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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地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23〕1号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挂牌出让中心城区控规YBLB04-29-03地块部分地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事项的批复》（三府函

〔2023〕50号）精神，经市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地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地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本情况：（一）规划审批情况：2019年8月29日，我局以《关于三亚阳光金融广场北侧广场用

地地下空间设计方案的工程审批意见》（三自然资规审〔2019〕228号）函复三亚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心称，三亚阳光金融广场项目北侧广场

用地面积为8700.38平方米，建设两层地下室及地上出屋面人防疏散楼梯，工程总建筑面积为12333.9平方米，其中地上出屋面人防疏散楼梯

233.46平方米，地下空间12100.44平方米（含地下商业2223.5平方米），停车位109个。地下1层主要功能为电影院、商铺、设备用房等，层高

5.2米；地下2层主要功能为地下室平战结合设计，平时主要功能为停车库、设备用房等功能，层高4.2米。该项目建设完成后，因实际情况未

能满足电影院建造需求，无法实现其功能，现地下一层实际用途为地下商业场所、设备用房等，其他功能未作调整。2021年5月6日，我局以

《关于三亚阳光金融广场北侧广场地下空间建筑面积认定意见的复函》（三自然资建〔2021〕124号）函复三亚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心称，考

虑项目历史情况，建议三亚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心可结合项目规划审批和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的建筑面积11718.06平方米配合主管部门

办理相关手续，最终面积以实测面积为准。

（二）土地及地下建筑物实测和竣工联合验收情况：该宗地位于中心城区控规YBLB04-29-03地块，面积为8580.31平方米。经实测，该

地下空间总建筑面积11951.48平方米，其中负1层建筑面积5634.76平方米（其中：车道500.37平方米，公共走道2298.24平方米，商业

2089.82平方米，设备房746.33平方米），负2层建筑面积6316.72平方米（其中：人防区域6140.77平方米，设备房175.95平方米）。根据2022

年11月25日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阳光金融广场北侧广场地下空间项目竣工验收和测绘报告最新进展情况的说明》，该项目已完成

竣工联合验收手续。

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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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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评估总价为1930.8259

万元。其中：1.零售商业用地面积为1386.82平方米，单价为10075

元/㎡（折合671.67万元/亩），土地评估总价为1397.2212万元；2.公

用设施用地面积为4687.1平方米，单价为556元/㎡（折合37.07万

元/亩），土地评估总价为260.6028万元；3.交通服务场站用地面积为

1857.18平方米，单价为1212元/㎡（折合80.80万元/亩），土地评估

总价为225.0902万元；4.公园与绿地面积为649.21平方米，单价为

738元/㎡（折合49.20万元/亩），土地评估总价为47.9117万元。因

此，确定以1931万元作为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

（三）开发建设要求：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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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

2022年8月1日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三亚阳光金融广场

北侧广场地下空间使用权和建筑物挂牌出让相关情况的函》（三住建

函〔2022〕2124号），竞得人需将地下建筑物价值2249.98万元缴纳至

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心指定账户；3.根据2022年12月6日三亚市

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公开出让中心城区控规YBLB04-29-03地块

地下空间建筑物中人防区域的复函》（三人防函〔2022〕83号），该宗

地地下空间建筑物中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需按规划部门确定的用

途进行使用，平时使用不得破坏人民防空工程战时使用效能。同时，

需按照《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九条

“人民防空工程（含防空地下室）属战备设施。战时，必须服从防空需

要无条件由当地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统一调配使用”的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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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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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9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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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初审文件的截止

时间为2023年 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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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竞得人应自《国有建设用地地下空间使用权出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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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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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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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 月 20 日09时00分至2023年 2

月 22 日16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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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和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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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 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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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 月 22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参加竞买资格。

（四）本次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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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4日09时00分至2023年2月24 日16时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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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19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K425+587昌化江大桥加固维修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K425+587昌化江大桥进行加固维修施工的需

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需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
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23年1月20日至2023年4月10日。二、管制路
段及管制方式：（一）2023年1月20日至2023年2月6日，对G98环岛
高速K423+300至K426+800段采取单幅双向通行的管制措施，具体
为：封闭G98环岛高速K423+300至K426+800段右幅（三亚往洋浦
方向）车道，由三亚往洋浦方向的车辆借该路段左幅（洋浦往三亚方
向）第一行车道通行。（二）2023年2月7日至2023年4月10日，封闭

G98环岛高速K402+308至K427+120段右幅（三亚往洋浦方向）车
道，由三亚往洋浦方向的车辆从八所互通下G98高速→G225海榆西
线→叉霸公路→叉河互通重新上G98高速往洋浦方向行驶。该路段
左幅（洋浦往三亚方向）车辆正常通行。届时请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
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
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3年1月19日

瑞典发现大型稀土矿

恐难缓解欧盟“稀土荒”

可穿戴式防走失定位器、运动
传感器、监控摄像头、人工智能扬声
器……智能家居设备在新加坡、日
本和韩国等迅速老龄化的亚洲国家
越来越常见。这些设备有助于保障
老年群体的生命安全，但一些批评
者担忧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

“照看”老人
据汤森路透基金会19日报道，

到2050年，全球年满65岁人口预计
将翻倍至16亿。联合国数据显示，
亚太地区届时将有四分之一人口超
过60岁。

日本目前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
高的国家，老年痴呆症患者比例也
最高。日本政府一直在资助开发护
理机器人，应对护工短缺状况。这
类机器人不仅能照看老年人，还能
陪聊并协助他们活动。

另外，日本多座城镇已在街道安
装追踪老年痴呆症患者的传感器。

韩国SK电信公司一名发言人
说，公司2019年发布Nugu智能扬

声器，目前已有超过1.4万名独居老
年人在使用。它能回答问题、播放
音乐、打电话、提供有助改善老年人
认知能力的游戏。

这名发言人说，人工智能会分
析老年人与扬声器对话中出现的关
键词，比如“孤独”“幸福”等，从而掌
握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提升设备的
服务表现。

在新加坡，多家企业试图借助
人工智能分析视频和声音来判断是
否有人摔倒或需要帮助。一名护工
志愿者认为，有了智能家居设备，

“我们更安心……因为能够更容易
地照看老年人，一旦他们摔倒或走
失，能迅速帮到他们”。

存有隐患
视频管理软件公司Milestone

Systems亚太地区副总裁马卢·托
夫特说，使用监控视频“目的是减轻
护理人员负担”，能更快发现老年人
摔倒等异常情况。

批评人士担心，这类智能设备侵

犯老年人权利，使他们有受骗风险。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从事数字

技术与社会研究的教授约朗德·斯
特伦格斯说：“老年人对这些技术的
熟悉程度较低……可能更容易遭受
数据隐私泄露，而且不太了解他们
的数据会如何被利用。”

一名74岁独居女士说，她自住的
公寓几年前就安装了运动传感器。一
旦发现公寓里的人不活动，传感器将
触发自动问询。如果被问询老人无应
答或需要帮助，看护人和设备提供方
会收到警报，必要时呼叫急救。

这名女士说，护工不够，年轻人
无法时时照看家中老人，传感器令
她“感到安慰”，因为“知道有人看着
我，有人会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但这名女士的母亲想法不同。“母
亲起初说‘我要隐私，不想要监控摄像
头’，但我们会担心。”这名女士说，她
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摔倒过两次。

这名女士最终还是安装了监控
摄像头来“看住”她96岁的母亲。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亚洲快速老龄化
智能养老安全吗?

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一座体育
场外19日发生踩踏事故。据伊拉克通
讯社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60余人受伤。报道说，踩踏发生时，数
千名球迷正试图进入体育场。

巴士拉是第25届海湾杯足球赛举
办地。这是伊拉克1979年以来首次主
办海湾杯足球赛。

据法新社报道，数千名没有门票

的球迷19日一大早聚集在巴士拉国际
体育场外，等待观看定于当晚在这里
举行的海湾杯足球赛决赛。决赛将在
东道主伊拉克与阿曼之间展开。

随着救援工作进行，踩踏所致伤亡
人数预计还将增加。另据卡塔尔半岛
电视台以伊拉克内政部为消息源报道，
踩踏已导致两人死亡、约80人受伤。

蒋国鹏（新华社微特稿）

伊拉克巴士拉发生踩踏事故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月19日宣布将于2月辞
职，并宣布2023年大选将于10月14日举行。阿
德恩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她不会寻求连任，并
将在2月7日前卸任。

1月19日，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内皮尔出席
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美联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
将于2月辞职

1月19日，安保人员在伊拉克巴士拉国际体育场执勤。 新华社/法新

乌克兰任命国家警察局局长
代行内务部长职责

新华社基辅1月18日电（记者李东旭）乌克
兰总理什梅加尔18日宣布，乌内阁任命国家警察
局局长伊戈尔·克利缅科兼任内务部副部长并代
行内务部长职务。

什梅加尔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内阁当
天召开紧急会议并决定成立专门工作组调查当天
发生的直升机坠机事件。什梅加尔说调查需要一
定时间，呼吁民众在官方调查结束前不要对这起
坠机事件提前下结论或进行猜测。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8日下午发布的最
新消息说，当天在基辅市东郊布罗瓦雷发生的直
升机坠机事件共造成14人死亡、25人受伤。机
上9人全部死亡，包括内务部长杰尼斯·莫纳斯特
尔斯基和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叶夫根·叶宁。

1月19日，在日本东京港，一艘货轮停靠港口。
日本财务省19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受能源价格高企和日元大幅贬值等因素影响，
2022年日本贸易收支逆差达19.97万亿日元（1
美元约合128日元），创有可比统计以来新高。

新华社/法新

日本2022年贸易逆差
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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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国有矿业公司卢奥萨山-基吕纳山公司日前宣布，在瑞

典北部基律纳地区发现稀土矿床，其中有超过100万吨稀土氧
化物。这是欧洲地区已知最大规模的稀土矿床。

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发现虽然将有助于欧盟缓解稀土高度
依赖进口的局面，但欧盟“稀土荒”在短期内恐难有显著变化。

卢奥萨山-基吕纳山公司首席执行官
扬·莫斯特伦日前说，基律纳地区稀土的
规模尚未探明。企业计划今年提交开采
特许权申请，预计需要几年时间来深入勘
探，研究矿床以及可持续开采的条件。

稀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广泛应
用于冶金、军事、石油化工、玻璃陶瓷、农
业和新材料等领域。但欧盟所需稀土几
乎完全依赖进口。

莫斯特伦说，稀土矿从发现到真正
开采有很长的路要走。参照先例，“至少

需要10至15年才可能开始对这个矿床
进行开采并为市场供应矿产”。

欧洲先前已发现多个稀土矿床，例
如在格陵兰岛的克瓦讷湾和瑞典的诺
拉谢尔。但由于这些地点位于北极附
近，当地环保的需要导致项目开发进展
不顺。

英国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研究员罗
斯·恩布尔顿认为，除非缩短审批程序，
否则这个新发现的矿床短期内不会对全
球稀土供应版图产生影响。

从发现到开发“路很长”

欧盟数年前就尝试推动稀土供
应链多元化。乌克兰危机升级后，
欧盟更急于推动这一进程，特别是
寻求加强欧盟内部的自身供应。然
而，稀土产业链涉及开采、分离等一
系列程序，仅有稀土矿储备还远远
不够，这也是欧盟难以摆脱进口依
赖的重要原因。

瑞典地质调查局地质学家指
出，欧洲目前缺乏加工稀土金属和
制造中间产品的综合能力。“我们还

需要关注稀土金属的整个产业链，
比如用于风力涡轮机或电动汽车发
动机的稀土永磁等产品。”

分析人士强调，欧洲稀土产业
链不完整，缺乏所需要的先进技
术、人才等配套资源，这会导致其
生产的稀土产品成本过高、缺乏竞
争力，进而导致企业缺乏动力投资
这一产业。

专家分析指出，由于中国拥有
在提炼等加工环节的技术专利、产

业规模等优势，不少欧洲企业选择
与中国合作加工开采出的原材料，
这样更加经济。

涉及能源和商品市场的国际独
立定价机构阿格斯媒体公司认为，
一些企业正在推动欧洲建立一个稀
土产品供应链，“但通往生产稀土产
品的道路非常艰难，需要巨大的投
资以及政治意愿。”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记者
谢彬彬）

短期恐难改变格局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
预计到2030年欧盟对稀土的需求
将增加五倍，稀土和锂将“很快比石
油和天然气更重要”。

对瑞典而言，发现稀土矿将有

助于重塑其欧盟矿业强国形象，令
其在欧盟的绿色转型中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法国《世界报》报道，
过去十年金属价格低迷，瑞典矿
业勘探活动急剧减少，但近期有

恢复迹象。
另据报道，今年春天，欧盟委员

会将就加强关键原材料的自身供应
出台一些措施，这意味着瑞典开发
稀土项目可能会获得欧盟支持。

瑞典工业迎来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