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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局（区）长在线接访值班安排已确定，欢迎市民游客来电反映
问题。局（区）长们将准时在三亚12345平台接听您的来电，全心全力为
您排忧解难。

热线电话：12345 局（区）长值班座机：88695001
接访时间：09:00--11:30

值班时间值班时间值班时间值班时间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值班单位值班单位值班单位值班单位

6月2日 星期三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务局

6月4日 星期五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6月7日 星期一 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6月9日 星期三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有限公司

6月11日 星期五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月12日 星期六 市热线办

6月13日 星期日 市热线办

6月14日 星期一 市热线办

6月16日 星期三 崖州区政府

6月18日 星期五 天涯区教育局

6月21日 星期一 吉阳区教育局

6月23日 星期三 三亚市烟草公司（专卖局）

6月25日 星期五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6月28日 星期一 海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月30日 星期三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崖州分局

三亚12345热线
6月份局（区）长在线接访值班安排

6月份局（区）长在线接访值班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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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评估总价为19994.6240万元。其中：

1.商务金融用地的土地评估单价为 12399
元/㎡（折合826.60万元/亩），土地评估价
为 10401.2359 万元；2.零售商业用地土地

评估单价为 13542 元/㎡（折合 902.80 万
元/亩），土地评估价为 6816.0407 万元；3.
娱乐用地土地评估单价为 8277 元/㎡（折

合 551.80 万 元/亩），土 地 评 估 价 为
2777.3474万元。

该宗地在办理农用地转用及征收手
续时，占用农用地 1.6460 公顷（不涉及耕
地），因此不涉及耕地开垦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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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1万元。

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耕地占用
税合计 20052.2340 万元。确定该宗地挂
牌出让起始价为20053万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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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业
发展委员会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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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格
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
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若在规定的
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
期。否则，市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
地使用权。

3.该宗地项目建设应采用装配式建筑
方式建造，装配率不得低于 50%，且需符
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具体按照三亚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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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园区产业
发展规划的要求，该宗地拟建设互联网产
业项目。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
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严格按照片
区规划进行开发建设。该宗地竞买人资
质由三亚市科技工业发展委员会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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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及付款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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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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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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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科
技工业发展委员会出具初审文件的截止
时间为 2021年 6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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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应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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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6 月 5
日至 2021 年 7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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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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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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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5 日 09 时 00 分至 2021 年 7 月 5 日 09
时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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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钟仍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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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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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8号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挂牌出让
三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信息创意产
业园控规 B3-01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有关事项的批复》（三府函〔2021〕390
号），经市政府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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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
标等要求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互联网

信息产业园——信息创意产业园控规
B3-01 地块内，CGCS2000 坐标系总面积
16777.53 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总面积
1676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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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质为其他商务用地混合商业用地混合
娱乐用地（用地代码：B29/B11/B31，混合
比例 5:3:2），对应土地用途分别为商务
金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娱乐用地。具
体情况如下：1.商务金融用地，CGCS2000
坐标系面积 8388.77 平方米（海南平面坐
标系面积 8384.24 平方米）；2.零售商业用
地，CGCS2000 坐标系面积 5033.26 平方

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5030.55 平方
米）；3.娱乐用地，CGCS2000 坐标系面积
3355.50 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3353.70平方米）。

2021 年 5 月 16 日，三亚市人民政府
以《关于三亚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信息创
意产业园控规 B3-01 地块内部分用地具
备 净 地 出 让 条 件 的 证 明》，证 明 控 规
B3-01地块内约 25.37 亩用地土地征收工
作已完成。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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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地材料现存于我市吉阳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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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

（试行）》的规定，鉴于三亚互联网信息产
业园——信息创意产业园控规 B3-01 地
块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内，且规划用地
性质为其他商务用地混合商业用地混合
娱乐用地（用地代码：B29/B11/B31，兼容
比例 5:3:2），对应土地用途分别为商务
金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娱乐用地，拟规
划建设互联网产业项目。其中，商务金融
用地按照互联网产业中的商务金融用地
设定出让控制指标，其投资强度指标为
400万/亩，年度产值指标为800万/亩，年
度税收指标为 20万元/亩；零售商业用地
参照房地产业中的零售商业用地设定出
让控制指标，其投资强度指标为 500 万
元/亩，年度产值和年度税收不设控制指
标；娱乐用地按照文化体育产业中的娱乐
用地设定出让控制指标，其投资强度指标
为 450 万/亩，年度产值指标为 450 万/
亩，年度税收指标为 20万元/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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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8388.77
商务金融用地
（占比50%）

12399 10401.2359

5033.26
零售商业用地
（占比30%）

13542 6816.0407

3355.50
娱乐用地

（占比20%）
8277 2777.3474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6777.5316777.5316777.5316777.53 / / / / / / / / 19994.624019994.624019994.624019994.6240

使用年限使用年限使用年限使用年限
（（（（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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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绿地率绿地率绿地率绿地率
（%）（%）（%）（%）

建筑高度建筑高度建筑高度建筑高度
（（（（mmmm））））

规划指标规划指标规划指标规划指标

容积率容积率容积率容积率

土地面积土地面积土地面积土地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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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规划性质用地规划性质用地规划性质用地规划性质

B3-01

其他商务用地混合
商业用地混合娱乐
用地（用地代码：
B29/B11/B31）

40 ≤3.0 ≤45 ≤40 ≥30

土地用途土地用途土地用途土地用途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该地块停车位为377个该地块停车位为377个该地块停车位为377个该地块停车位为377个。。。。

新华社华盛顿 6月 1 日电 全球
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
利欧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
民币将在比大多数人预计的更短时
间内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

达利欧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
频道采访时说，预计未来几年人民币
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使用范围将越来
越广，更多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将通
过人民币结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目
前美元是世界第一大储备货币，在全
球外汇储备中约占60%的份额，人民
币所占份额约为 2%。达利欧预计，
未来5到10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

备中占比将升至10%至15%。
达利欧认为，如果数字人民币得

到国际认可并且利率具有吸引力，那
么它将是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投
资选项。

美媒：

人民币或将在更短时间内
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

世界卫生组织 1 日宣布，由科
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旗下北
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
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克尔来福”正
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加上此前已获认证的国药疫苗，两
款来自中国的新冠疫苗有望缓解
当前全球疫苗分配不公，尤其是中
低收入国家无疫苗可用的困境。

科兴疫苗安全有效

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
对科兴疫苗的评估显示，已有32个
国家和地区批准该疫苗用于 18 岁
及以上人群。专家组考察了该疫
苗 7个临床试验相关数据，除中国
国内开展的 I、II、III 期临床试验
外，还包括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土
耳其、智利开展的 III期试验。

其中智利临床试验情况显示，
科兴疫苗在第二剂接种 14 天后预
防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为 67%，预
防住院治疗的有效率为 85%；土耳
其试验的这两个指标分别为 84%

和 100%；巴西试验分别为 51%和
100%。

专家组认为，科兴疫苗安全性
良好，临床前研究或生殖毒性研究
中未发现安全问题，最常见的不良
反应只是注射部位疼痛、头痛、疲
劳和肌肉痛，且多为轻或中度。

专家组建议科兴疫苗用于 18
岁及以上成年人，接种两剂，间隔
时间为 2 至 4 周。由于 60 岁以上
人群参加临床试验的数据很少，专
家组无法评估疫苗对这一年龄段
人群的效果。尽管如此，世卫组织
并不推荐为接种科兴疫苗设置年
龄上限，因为在多个国家的后续使
用过程中收集的数据和免疫原性
数据表明，该疫苗可能对老年人具
有保护作用。

有望缓解疫苗短缺困境

世卫组织此前表示，目前全球
已接种的十几亿剂新冠疫苗大部
分集中在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
而低收入国家接种率极低。由世

卫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
计划”原本计划今年内向全球交付
20 亿剂疫苗，但因疫苗产能不足、
发达国家囤积疫苗等问题，目前交
付十分有限，陷入疫苗严重短缺困
境。

在世卫组织1日发布的一份声
明中，负责获得药品和卫生产品的
助理总干事玛丽安热拉·西芒表
示，“世界迫切需要多种新冠疫苗
来解决全球范围内巨大的（疫苗）
获取不平等问题”，而科兴疫苗对
存储条件要求不高的特点使其非
常适合在中低收入国家使用。

据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品牌与公共关系总监刘沛诚介绍，
科兴疫苗稳定性非常好。加速热
稳定性实验结果显示，科兴“克尔
来福”新冠疫苗在25摄氏度条件下
放置 42 天、在 37 摄氏度条件下放
置21天后，其各项指标仍然符合质
量标准，推测在 2 摄氏度至 8 摄氏
度的条件下可存放非常长的时间。

目前，科兴公司除直接出口疫
苗到巴西、土耳其、印尼等和中国

有疫苗研发合作的一些国家外，还
出口半成品到部分合作国家，在当
地增加灌包装线，提高全球供应能
力。加上此前已纳入世卫组织紧
急使用清单的国药集团疫苗，两款
中国疫苗未来有望极大缓解全球
新冠疫苗产能不足、分配不公的问
题。

中国始终是促进全球疫苗公平
分配的践行者。中方已加入“新冠
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承诺首批提
供 1000 万剂疫苗，用于满足发展
中国家急需。6月 1日，向“新冠肺
炎疫苗实施计划”供应的首批中国
新冠疫苗正式下线，正是中方以实
际行动践行疫苗“全球公共产品”
承诺的又一重要体现。据统计，中
国已向 80 多个国家提供了疫苗援
助，已向全球累计供应 3亿剂次新
冠疫苗。中方将继续为促进疫苗

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

性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华社日内瓦6月1日电）·新闻分析·

科兴疫苗获世卫认证
促疫苗全球公平分配

新华社记者 刘曲

这是 6 月 1 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拍摄的本地灌装生产的

中国康希诺新冠疫苗。

巴基斯坦国家卫生研究所 1 日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仪式，正

式发布本地灌装生产的中国康希诺新冠疫苗。在中国康希诺生

物股份公司支持下，巴国家卫生研究所日前完成对一批康希诺新

冠疫苗原液的灌装，共生产超过 12 万剂疫苗，这是巴基斯坦首次

实现新冠疫苗本地化生产。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卡迈勒摄）

巴基斯坦正式发布
本地灌装中国康希诺新冠疫苗

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
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 1 日举行
部长级会议后，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上
涨，其中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
格自 2019 年 5 月底以来首次收于每
桶70美元以上。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7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0 美元，收于每桶 67.72 美元，涨幅
为 2.11%；8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
油期货价格上涨1.53美元，收于每桶
70.25美元，涨幅为2.23%。

欧佩克当天表示，随着新冠疫苗
接种加快，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持续
复苏，石油需求明显增加。欧佩克与
非欧佩克产油国在此次会议上决定，
将继续按原定计划增加石油产量。

4 月初，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
国同意 5月日均增产 35万桶，6月也
日均增产35万桶，7月日均增产约44
万桶。同时，沙特将逐渐退出其日均
100万桶的自愿减产。

去年，因石油需求受疫情影响急剧
萎缩，国际油价大幅下滑。为稳定油
价，去年4月，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
国达成减产协议。今年，国际油价不
断上涨，目前已比年初高出30%以上。

据欧佩克最新预测，今年全球日

均石油需求将比去年增加 600万桶，
今年下半年石油库存可能大幅下降。

瑞讯银行高级分析师伊佩克·奥
兹卡德斯卡娅认为，疫情期间积压的
石油库存几乎已被消化，疫情管控措
施放松、经济活动增加及全球旅行前
景改善将进一步提振石油需求。

欧洲市场服务机构 XM.com 投
资分析师马里奥斯·哈吉基里亚科斯
表示，主要产油国宣布维持原有增产
计划后，油价依然走高，这让产油国
对市场需求更有信心。

瑞银集团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
资官马克·黑费尔 1 日表示，此前产
油国高水平的减产执行率是对今后
一年油价持积极预期的原因之一，预
计布伦特油价将升至每桶75美元。

他还认为，疫苗接种让人们的出
行逐渐回到常态，对能源需求构成支
撑，美国汽油需求很可能在今年夏季
达到多年来的高点。

奥地利 JBC 能源咨询公司日前
表示，虽然疫情依然影响石油需求，
但全球出行指数已经再次走高，欧洲
出行指数最近回到了 2020 年夏季末
的水平。再加上工业和石化行业坚
实的石油需求，预计 6月份全球日均
石油需求将增加近300万桶。

需求增加助推国际油价继续走高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6月1日电
（记者 和苗）瑞典首相勒文 1 日表
示，必须彻查美国情报部门通过丹
麦可能对欧洲盟国进行监听的严重
事件。

据瑞典电视台报道，勒文当天在
布鲁塞尔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
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说，

“如果（监听事件）属实，对盟国的监
听当然是很严重的事情。因此，我们
现在必须彻查此事。”

他说，瑞典国防大臣胡尔特奎斯
特已就此事与丹麦和挪威官员进行
了沟通，并就该事件是否已发生，哪
些人受到了监听以及他们如何被监
听等问题展开调查。

瑞典首相要求彻查美国监听欧洲盟国丑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