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圣巴厘医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海南分院）
是由海南自贸区亨通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合作成立的集医疗、康复、
教学、保健和健康管理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医院。
医院总建筑面积 29000 平方米，设置床位 500 张，
开放床位 200 张。

医院科系齐全、技术精良。设有急诊科、内科、
外科、精神心理科、妇科、儿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
科、中医科、康复科、血液透析科、超声科、检验科、体
检科、高压氧舱、影像中心、内镜中心等十八个临床
医技科室。其中康复科开展的中西医相结合的综合
康复项目，在治疗脑卒中后遗症、儿童脑瘫、自闭症
等方面效果明显。体检中心打造的身心一体化健康
评价式体检项目，创造了健康体检新模式。精神心
理健康中心以身心健康为主线，采用药物治疗、心理
治疗、物理治疗等综合治疗手段，在治疗抑郁症、焦
虑症、神经症、躯体症状障碍、睡眠障碍等精神心理
障碍具有国内先进水平。血液透析中心采用高端的
透析设备，以先进的技术，为患者提供贴心的服务。
同时，医院开通了国家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
直接结算平台、黑龙江省医保、哈尔滨市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哈尔滨市铁路职工医疗保险、三亚市城镇职

工和居民医疗保险、海南省部分市、县的城镇职工医
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等医保结算平台，极大地方便了
海南本地患者和东北“候鸟人群”就医。

医院配备了飞利浦Q7、Q5 彩超、飞利浦 1.5T 磁

共振、64 排螺旋CT、DR、数字胃肠机、钼靶、奥林巴

斯胃镜、肠镜、支气管镜、喉镜和膀胱镜、心理CT、脑

ET诊断仪、多导睡眠检测仪等先进的诊断设备，及

失眠治疗仪、超低频经颅磁刺激治疗仪、脑功能障碍

治疗仪、中医透药治疗仪、德国劳耳水处理器系统、

德国贝朗血液透析机、血液滤过机及生化、免疫、微

生物等全套检验设备，可以满足全学科诊疗业务需

要。医院拥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各科系均由在业界

知名的主任医师领军担纲，全院 200 余名卫生技术

人员绝大多数由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派出。医院采用

以哈市第二医院同质化的组织、医疗、安全管理，借

助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引进国际前沿的医疗技术，

创造出了跨区域合作办医的优秀典范。

医院开业两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打造“质量、安
全、诚信、贴心”的核心价值理念，以专业的医疗技
术，贴心的人文关爱，成就着“用专业打造品牌，用诚
信护佑健康”的庄严承诺。

用专业打造品牌
用诚信护佑健康

——写在海南圣巴厘医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海南分院建院两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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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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宗地土地评估单价为 8742 元/㎡
（折合 582.80 万元/亩），土地评估总
价为33937.83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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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83 公顷。其中，水田为 0.0313 公
顷，旱地为 0.2770 公顷。根据我市近
期异地补充耕地指标价格标准，水田
开垦费用标准为 45 万元/亩，则该宗
地水田开垦费为21.1275万元；旱地开
垦费用标准为 20 万元/亩，则该宗地
旱地开垦费为 83.1000 万元，该宗地
耕地开垦费合计为104.227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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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05 万元。

同时，根据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中
国人民银行的《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适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
知》（财综〔2006〕48 号）第二条规定，
三亚市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征收标准为 42 元/平方米，该宗地新
增 建 设 用 地 土 地 有 偿 使 用 费 为
12.9486万元。

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耕地开
垦费、耕地占用税、新增建设用地土
地 有 偿 使 用 费 合 计 34065.8006 万
元。因此，确定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
价为34066万元。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
指标（试行）》规定，鉴于三亚市中心
城区控规TY04-01-02地块不在省级
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地块规划用地
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拟建设安居型
商品住房项目，对应土地用途为城镇
住宅用地（安居型商品住房用地），属

房地产业中的住宅用地，因此该宗地
的投资强度为500万元/亩，年度产值
及年度税收不设出让控制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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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销售对象及开发建设要求
1.根据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 于 出 具 三 亚 市 中 心 城 区 控 规
TY04-01-02 地块竞买资格条件的
函》（三住建函〔2020〕2842 号），该宗
地建成后的安居型商品住房销售对象
为天涯区基层教师、医务人员和符合
安居型商品住房申请条件的本地居民
及引进人才。项目销售对象由三亚市
住房保障管理中心根据相关规定审核
确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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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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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该宗地项目建设应当按照省、
市有关装配式建筑的相关规定采用装
配式建筑建造。

4.该宗地项目实行现房、精装修
销售，具体装修方案及样板房应征得
三亚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同意，并按
照该中心同意的装修方案及样板房标
准执行。其装修标准不低于《三亚市
安居型商品住房涉及建筑安装、装
修、环境建设相关要求》。项目配建
地下停车位归全体业主所有，不得进
行分割或整体销售。

5.该宗地竞得人应按照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指标及项目
相关要求进行深化设计及建设，其最
终方案须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及
三亚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审批的方案
为准。

6.根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
控规要求，竞得人须按照国家、行业
管理规范的要求建设幼儿园、会所等
配套设施，建设完工验收合格备案
后，须无偿移交给市政府或其指定单
位。同时，其须负责办理不动产权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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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该宗地拟用于建设安居型商品住房项
目，为保障项目建设品质，竞买人或
其关联企业须满足以下条件：1.须为
《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或中国房
地产百强企业（提供由中国房地产
TOP10 研究组颁发的证书）或海南省
属、三亚市属国有企业；2.需有采用装
配式方式建造项目的经验（提供项目
相关报建或竣工验收备案的资料）。
同时，竞买人需出具书面承诺：如竞
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将按照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安
居型商品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琼府办〔2020〕21号）以及地块的
规划要求，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同
时，按照三亚市城市规划和“双修双
城”工作要求，该宗地须与我市精品
城市及精品项目建设相衔接，在该宗
地上建设安居型商品住房精品小区、
精品住宅、精品配套设施等，并在项
目施工过程中对建筑工程实行智能化
管理。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住

房保障管理中心初审。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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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
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
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根据 2020 年 2 月
15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出台的《三亚市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保障项目建设的政
策措施》第三条“新出让土地可按‘招
拍挂’出让起始价的 20%确定竞买保
证金，出让合同签订后30日内缴纳土
地出让金的 60%，受让人出具承诺书
后余款可在年内分期缴纳”的规定，
该宗地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 6814 万
元整（即挂牌出让起始价的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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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住房保
障管理中心出具初审文件的截止时间
为2020年 11 月 6 日。

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
《挂牌成交确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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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必须在《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30日
内缴纳土地出让金的 60%，剩余土地
出让金可自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
60日内一次性缴纳完毕；也可在出具
承诺书后于2020年 12月 31日前分期
缴纳完毕，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按照
省市相关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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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 2020 年 10
月 11 日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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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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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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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3 日 09 时 00 分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09时 00分。

（五）确定竞得人原则：
本次挂牌出让采取“限房价、竞地

价”方式公开出让,安居型商品住房
建成的房屋销售价格定为 12600 元/
平方米。具体确定竞得人程序如下：

1.竞买人申请参与竞买。通过竞
买资质审查且按照挂牌出让公告规定
时间缴纳完竞买保证金后，竞买人方
具有竞买资格。竞买人在挂牌期间，
须在挂牌出让起始价的基础上进行书
面报价，竞价幅度为 1 万元或以 1 万
元的整数倍递增。

2.仅有一位具有竞买资格的竞买
人参与竞买，且其最高报价高于或等
于土地出让底价，则该竞买人为该宗
地使用权竞得人。

3.两位或两位以上具有竞买资格
的竞买人参与竞买，如其最高报价高
于或等于土地出让底价，则报价最高
者为该宗地使用权竞得人。当竞买人
持续竞价达到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
的 150%时（即本次土地出让最高限
价51099万元），则现场转入以摇号方
式确定竞得人。按照摇号规则，摇号
中签者即为该宗地使用权竞得人。但
仅有一位竞买人愿意参与现场摇号，
其余竞买人选择放弃时，则申请摇号
的竞买人为该宗地使用权竞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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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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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2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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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0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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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0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20年度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设
的需要，依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
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
用权统一交易管理办法》、《海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
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
〔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支持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
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
《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
〔2017〕248 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开展安居型商品住房建设
试 点 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琼 府 办
〔2020〕21 号）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关
于以“限房价、竞地价”方式挂牌出让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规TY04-01-02地
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事项的
批复》（三府函〔2020〕793 号）等有关

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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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

心 城 区 控 规 TY04-01-02 地 块 ，
CGCS2000坐标系面积 38821.59 平方
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3879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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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为二类居住用地（用地代码：R2），
拟建设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因此，
该宗地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安
居型商品住房用地）。

2020 年 9 月 6 日，三亚市人民政
府 以《关 于 三 亚 市 中 心 城 区 控 规
TY04-01-02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
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TY04-01-02
地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
作已完成。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已与

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
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
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

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市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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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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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20年 9月 10日，三亚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出具三亚市中

心城区控规TY04-01-02地块竞买资

格条件的函》（三住建函〔2020〕2842
号），确定该宗地建成后的安居型商
品 住 房 销 售 价 格 为 12600 元/平 方
米。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
详见下表：

TY04-01-02 38821.59
二类居住用地

（用地代码：R2）

城镇住宅用地
（安居型商品住

房用地）
70 ≤3.0 ≤80 ≤25 ≥40 12600 8742 33937.8340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38821.5938821.5938821.5938821.59 //// //// //// //// //// //// //// //// //// 33937.834033937.834033937.834033937.8340

评估总价评估总价评估总价评估总价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控规编号控规编号控规编号控规编号
容积率容积率容积率容积率

绿地率绿地率绿地率绿地率
（%）（%）（%）（%）

土地面积土地面积土地面积土地面积
（㎡）（㎡）（㎡）（㎡）

用地规划性质用地规划性质用地规划性质用地规划性质 土地用途土地用途土地用途土地用途
使用年限使用年限使用年限使用年限
（（（（年年年年））））

规划指标规划指标规划指标规划指标

注注注注：：：：控规控规控规控规TY04-01-02TY04-01-02TY04-01-02TY04-01-02地块为1.0车位/户地块为1.0车位/户地块为1.0车位/户地块为1.0车位/户，，，，配建文化活动站配建文化活动站配建文化活动站配建文化活动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各一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各一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各一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各一处。。。。

建成房屋建成房屋建成房屋建成房屋
销售价格销售价格销售价格销售价格
（（（（元/元/元/元/㎡）㎡）㎡）㎡）

建筑高度建筑高度建筑高度建筑高度
（（（（mmmm））））

评估单价评估单价评估单价评估单价
（（（（元/元/元/元/㎡）㎡）㎡）㎡）建筑密度建筑密度建筑密度建筑密度

（%）（%）（%）（%）

◀上接1版 年轻干部必须坚守一条，凡
是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事就坚定不移做，凡是不利于坚持
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就坚
决不做！要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
鉴别力，观察分析形势首先要把握政治因
素，特别是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到
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提高政治能力
必须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怀有敬
畏之心。要自觉加强政治历练，增强政治
自制力，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
实人”。要注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
平，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掌握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贯穿其中的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掌握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忠实实践者。

习近平指出，年轻干部要提高调查研
究能力。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
功。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
提高工作本领。调查研究要经常化。要

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倾听基层
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了解和掌握真实
情况，不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一得自
矜、以偏概全。对调研得来的大量材料和
情况，要认真研究分析，由此及彼、由表
及里。对经过充分研究、比较成熟的调研
成果，要及时上升为决策部署，转化为具
体措施；对尚未研究透彻的调研成果，要
更深入地听取意见，完善后再付诸实施；
对已经形成举措、落实落地的，要及时跟
踪评估，视情况调整优化。

习近平强调，年轻干部要提高科学决
策能力。做到科学决策，首先要有战略眼
光，看得远、想得深。领导干部想问题、
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
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
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
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
局添彩。要深入研究、综合分析，看事情
是否值得做、是否符合实际等，全面权
衡，科学决断。作决策一定要开展可行性

研究，多方听取意见，综合评判，科学取
舍，使决策符合实际情况。

习近平指出，年轻干部要提高改革攻
坚能力。面向未来，我们要全面推进党和
国家各项工作，尤其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
走在时代前列，仍然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添
动力、求突破。改革必须有勇气和决心，
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要把
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使出台的
各项改革举措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工作需
要、符合群众利益。改革攻坚要有正确方
法，坚持创新思维，跟着问题走、奔着问
题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
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变革创新。要尊
重群众首创精神，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
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从生动鲜活的基层实
践中汲取智慧。要注重增强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使各项改革举措相互配合、
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习近平强调，年轻干部要提高应急处

突能力。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
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要
增强风险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做好随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准备。
要努力成为所在工作领域的行家里手，不
断提高应急处突的见识和胆识，对可能发
生的各种风险挑战，要做到心中有数、分
类施策、精准拆弹，有效掌控局势、化解
危机。要紧密结合应对风险实践，查找工
作和体制机制上的漏洞，及时予以完善。

习近平指出，年轻干部要提高群众工
作能力。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人。要心中有群
众，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认真
落实党中央各项惠民政策，把小事当作大
事来办，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
题。要落实党中央关于逐步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要求，带领群众艰苦奋斗、
勤劳致富，在收入、就业、教育、社保、医
保、医药卫生、住房等方面不断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果。要注意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法开
展工作，提高群众思想觉悟，让他们心热
起来、行动起来。要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强调，年轻干部要提高抓落实
能力。干事业不能做样子，必须脚踏实
地，抓工作落实要以上率下、真抓实干。
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既要带领大家一起
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又要做到
重要任务亲自部署、关键环节亲自把关、
落实情况亲自督查，不能高高在上、凌空
蹈虚，不能只挂帅不出征。干事业就要有
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稳扎稳
打向前走，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
再越一壑，不断通过化解难题开创工作新
局面。

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处在大有可为的
新时代。年轻干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
担，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实践，经风雨、见世面，真刀真枪锤炼

能力，以过硬本领展现作为、不辱使命。
各级党组织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年轻干
部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
业训练，明确培养年轻干部的正确途径，
坚决克服干部培养中的形式主义，帮助他
们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让他们更好肩
负起新时代的职责和使命。

陈希主持开班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持之以恒加强思想淬
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牢记初心使命、
勇于担当作为、善于攻坚克难，自觉担负
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重任。

丁薛祥、黄坤明出席开班式。
2020 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参
加开班式，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
席开班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