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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目前
我们项目的基础部位 1 号楼还在
破除石方，因为一下雨就会积水，
影响施工进度；2 号楼已进入第
三层板面的施工，下雨时工人上
去施工不安全。”这两天，雨过天
晴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集中
开展“重点项目现场服务行动”，
破解影响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
点问题，扎实推动项目建设，实现
稳增长、促发展。

在保亭人才住房建设工程项
目工地上，机器轰鸣，工人正在忙
碌施工，一派抢抓工期的繁忙景
象。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该
项目的 1 号楼正抓紧破除石方，2
号楼已经进行第三层板面施工，
由于前段时间下雨，为了确保安
全，工人暂缓施工。这两日，天放
晴，整个工地启动“繁忙模式”。

据了解，保亭人才住房建设工
程项目的牵头单位是县委组织
部，由县城投公司组织实施，项目
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开工，计划总
投资 26179.67 万元，建设 5 栋 15
层住宅楼 246 套人才住房。项目
分两期建设，目前项目一期主体
建设工程已开工建设，项目一期
室外配套工程配套设施项目已完
成招标。

记者了解到，为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县城投公司派专人每日
到场监督，严把质量和成本控制，
并实行每日一报制度，每周现场
一会，确保第一时间解决制约项目
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目
前，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县城投公
司将继续与企业加强沟通协调，提
供优质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有序稳
健推进和保质保量。

抢抓“好天气”保亭加快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日前，东
方市大型电视问政节目《行胜于言》
第九场举行。节目聚焦干部作风建
设问题，披露作风建设“顽疾”，剖析
作风问题根源，并现场问政职能部
门，促使职能部门转作风、抓落实，
倒逼作风转变，提高工作执行力，为
扎实推进东方高质量发展，加快海
南西南部中心城市建设助力。

电视问政节目播放了《作风建设
永远在路上》电视专题片，展现了东
方市作风整顿建设工作亮点和取得
的成效，随后通过播放《东方风景美

如画 3A 级景区创建为何难上难？》
《农业面源污染何时休？》《养殖尾水
直排大海 整改治理为何迟缓不前？》
《学校周边销售“三无”食品 学生身
心健康谁保障？》等 4 个典型案例短
片，从不同侧面披露了有关职能部
门在作风整顿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同时，对市旅文、资规、农业农
村、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市场
监管等职能部门进行现场问政。在
近两个小时的现场问政中，节目围
绕各职能部门存在的突出问题发
问，现场辣味十足，让被问政单位主

要负责人红脸出汗、坦诚担责，并当
场作出整改承诺，表示全面纠治作
风顽疾，着力转变工作作风，切实提
高工作执行力，大力发扬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精神，狠抓问题整改落
实落细，高质高效推进各项工作。

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对节目作了
点评，要求被问政单位要高度重视存
在的问题，找准问题症结所在，坚持问
题导向、结果导向，举一反三，不折不
扣抓好整改落实。各级各部门要以此
次电视问政节目为契机，着力整治作
风沉疴顽疾，加强作风整顿建设，切实

履职尽责，以真抓实干、务实肯干的工
作作风，扎实推进东方高质量发展和
海南西南部中心城市建设。

东方市大型电视问政节目《行胜
于言》第九场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
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市作风整顿办承办，市融媒体中
心协办。节目重点聚焦“干部作风
建设年”活动，对相关职能部门存在
的“不担当、不作为”等作风突出问
题现场问政，倒逼党员干部转变作
风，履职尽责，真抓实干，持续推动
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杨
国芳）“以前我们开办药房，要跑多个
部门，办工商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
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多个证照。现在
只要跑一个部门，提交一次材料，办一
个行业综合许可证就可以营业了。”陵
水太极大药房广百家店负责人兴奋地
说道。

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分别为陵水太极大药房广百家店、
陵水太极大药房海韵广场店、陵水太极
大药房英东路店共3家企业发出《行业
综合许可证》。这是陵水首批“一码
通”行业综合许可证获益者，也标志着
陵水“一业一证”综合许可改革工作落
地实行。

“一业一证”改革是一项贯彻落实
我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要求的重
要工作，旨在整合多个部门多个许可事
项多张证照，以为许可证“加码”的形
式，实现只发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

一码实现多个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共享。
目前，陵水率先在药品零售、食品

经营 2 个行业领域试点推行“一码通”
行业综合许可证改革，申请材料从 21
份压减为 11 份，相关审批环节从 6 个
减少到 5 个，极大地精简了申请材料，
减少了现场核查次数，既提高了行政审
批效率，也减少了企业跑腿次数和等候
时间。同时，与信息化结合，行业监管
部门在监管过程中通过扫描二维码对
企业的许可事项一目了然，实现了事前
审批和事后监管的无缝衔接，也使企业
通过亮证经营实时接受社会的监督，促
使企业合法经营、诚信经营。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胡鹏表
示，将企业涉及的多张许可证进行整
合，形成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并在

“行业综合许可证”中附上“电子二维
码”，不仅实现了“一证一码、一证准
营”，还有效解决了企业许可证件“满
墙挂”和办理证件多头跑的问题。

本报讯（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潘
达强）10 月 17 日，由海南望海国际旅
行社承接的2021安惠公司优秀经销商
高端定制团队游，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
化旅游区开启海南乐享之旅。探秘非
遗、乐购文化产品，欣赏《槟榔古韵》大
型实景演出……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后，槟榔谷景区以其独特的非遗文化、
周到的服务，吸引了众多高端会奖团
队。

金秋时节的槟榔谷，鸟语花香、景
色绝佳。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安惠
经销商先后游览了文化长廊、无纺馆、
麻纺馆等主题展馆。文化长廊看黎族
文化变迁、无纺馆里探秘黎族纺染织绣
技艺的起源、非遗村观摩黎族阿婆织黎
锦，一步一景致，耐人寻味的黎家故事
让大家流连忘返。

而在黎锦坊，安惠经销商被眼前精

美的黎锦服饰，以及琳琅满目的谷银所
吸引，纷纷抢购这些手工精品。“景区
工匠师傅纯手工制作的银器特别美，我
就看好了这个手镯的款式，买回去送给
儿媳，这份寓意祝福的礼物想必她很喜
欢的。”来自该团队的许阿姨开心地说
道。

据了解，作为全国首个民族文化
5A级景区，槟榔谷景区近年来不断完
善环境设施，提高综合服务水平，特别
是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背景下，不断推
出一大批新项目新玩法，传统非遗+现
代沉浸式体验丰富游客个性化选择，构
建起“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服
务，同时还巧妙地实现了游览景区与文
化基地的融合，树立起海南“黎苗文
化”的第一品牌，受到国内外奖励团、
拓展团、会议团、定制团等各类高端消
费群体的青睐。

东方大型电视问政节目《行胜于言》举行

现场问政推动作风转变
持续促进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陵水首推
“行业综合许可证一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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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 元/㎡（折

合 103.80 万元/亩），土地评估总价为

4042.26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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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1 公顷（均为旱地），根据我市近

期异地补充耕地指标价格标准，旱地

开垦费用标准为 20 万元/亩，则该宗

地耕地开垦费为302.43万元。再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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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835万元。

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耕地开

垦费和耕地占用税合计 4379.9798 万

元。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 4380
万元。

该宗地采取“先租后让”方式供
应，土地用途为科研用地，法定最高出
让年限为50年，本次“先租后让”的租
赁年限为 5 年，后续出让年期为 45
年，土地总价款按以挂牌方式公开交
易的土地成交价格确定。年租金按土
地总价款的5%确定，租赁期满转出让
时应缴纳的协议出让价款等于土地成
交总价款减去已缴纳的租金。租赁期

价款和租赁期满转出让价款均为一次
性缴纳。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

指标（试行）》第七条“热带高效农业、

现代金融服务业、会展业、教育业类项

目供地，以及其他各类产业项目供应

科研用地，不设定具体指标”及第十二

条“本控制指标在执行过程中，各市县

及各产业园区为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

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可以制定高于

本控制指标的土地出让控制指标”。

因此，根据 2021 年 10 月 20 日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出具的《关于科技

城控规YK04-03-03地块竞买资格条

件及开发建设要求的函》（三科技城函

〔2021〕1162 号），确定该宗地五年租

赁期内的投资强度指标为不低于 650

万元/亩（含土地款，不含有关税费），
年度产值指标为不低于 2000 万元/
亩，年度税收指标为不低于37.5万元/
亩。五年累计投资强度不低于 26000
万元人民币（含土地款，不含有关税
费），五年累计纳税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五年累计产值收入不低
于 160000 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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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要求

1.竞买人须在竞买初审前与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对接，充分知晓
该宗地《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内容，并向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则将严格按照

该宗地《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规定的要求进行项目开发

建设。同时，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

让成交确认书》后 5 个工作日内与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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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得人应当在租赁期满前 6个月

向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提出考核

评价申请，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对准入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考核评

价。经考核评价合格，达到履约条件
的，由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
协议出让方式办理用地审批和土地登
记等手续；考核评价不合格的，允许竞
得人限期整改，整改期最长不超过 1
年。整改期满考核评价仍不合格的，
不得办理协议出让土地手续，市人民
政府可依照合同约定收回土地使用
权，处置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
属设施，并追究竞得人相关违约责任。

2.竞得人可持签订的土地租赁合
同、土地租金及相关税费缴纳凭证等，
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同时，竞得人
可持租赁的不动产权证书依法办理规

划报建等手续。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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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竞得人未依照土地使用权租赁

或者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

开发的，不得转租、转让土地使用权。

同时，竞得人应当按照土地租赁和出

让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土地，未经批

准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竞得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缴纳租

金、土地出让金或者不按照合同约定

进行开发建设，擅自转租、转让、改变

土地用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合同

约定追究法律责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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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本次出让宗地项目建成后，建
筑自持比例10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
整体或者分割销售，或通过其他方式
变相对外整体或分割销售。

7.该宗地项目在设计全过程中使
用BIM技术进行设计，在申请建设工
程规划报建时，应按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 BIM 交 付 标 准 提 交 相 应 阶 段 的
BIM模型及相关设计成果，并在项目
施工过程中按照《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管理局关于印发〈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管理局关于加快推进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智慧工地”建设的指导意见〉与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智慧工地”建设
标准〉通知》（三科技城〔2020〕279号）
的要求对建筑工程实行智能化管理。

8.在本宗土地上禁止进行“类住
宅”建筑设计。平面功能标注不得出
现诸如“公寓”、“卧室”、“客厅”、“阳
台”、“飘窗”、“厨房”等住宅类功能描
述，不得设计成单元式办公、公寓式办
公等“类住宅”建筑，不得在室内设置
居住空间、厨房、凸窗以及独立阳台
等，不得设计复式空间及挑高空间，不
得利用层高进行潜伏设计，不得预留、
违规增设可作为住宅用途的排水、排
污、排烟及燃气等管道,在规划设计上
应具备公共建筑的外立面形式与特
点，公共卫生间和茶水间应按层集中
设置，公共阳台(含露台)及各类型管

井、烟道、风井等应集中设置,项目联
合竣工验收后功能及用途不得改做他
用。

9.本项目应按照《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精细化城市设计》和《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精细化城市设计导则》要求及
规划设计条件进行方案设计和实施。

10.本项目其他开发建设要求，以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关于科技
城控规YK04-03-03地块竞买资格条
件及开发建设要求的函》（三科技城函
〔2021〕1162号）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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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该宗地拟用于建设深远海风电技术研
究项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从事
风电装备制造并具备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资质。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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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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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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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出具初审文件的
截止时间为2021年 11 月 16 日。

若 5年租赁期价款低于竞买保证
金时，则竞得人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
在扣除租赁期价款后，剩余部分予以
退还。同时，竞得人应自《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先租后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一次性缴纳完全部租赁期价
款（年租金按土地总价款的 5%确定，
租赁年限为 5 年）。逾期未付清全部
租赁期价款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
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竞得人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10
月 24 日至2021年 11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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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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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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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2 日 09 时 00 分至 2021 年 11 月
22 日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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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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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号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以挂
牌方式办理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规
YK04-03-03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先租后让”手续的批复》（三府函
〔202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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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

湾 科 技 城 控 规 YK04-03-03 地 块 ，
CGCS2000 坐标系面积 25961.89 平方

米（海 南 三 亚 平 面 坐 标 系 面 积
25938.20平方米），用地性质为科研用
地（用地代码：A35），对应土地用途亦
为科研用地，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
见地块勘测定界图。

2021 年 9月 29日，三亚市人民政
府出具了《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
规YK04-03-03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
让 条 件 的 证 明 》，证 明 控 规
YK04-03-03 地块内约 26093 平方米
用地土地的征收补偿工作已完成。三
亚市崖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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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材料现存于市崖州区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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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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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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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单价评估单价评估单价评估单价    
（（（（元元元元////㎡㎡㎡㎡））））

评估总价评估总价评估总价评估总价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容积率容积率容积率容积率

建筑高度建筑高度建筑高度建筑高度
（（（（m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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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地面积土地面积土地面积土地面积        
（（（（㎡㎡㎡㎡））））

YK04-03-03 25961.89
科研用地（用地
代码：A35）

科研用地 50 ≤2.0 ≤50 ≤40 ≥40 1557

/ / / / / / / /

4042.2663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25961.8925961.8925961.8925961.89

注注注注：：：：控规控规控规控规YK04YK04YK04YK04----03030303----03030303地块配建停车位为地块配建停车位为地块配建停车位为地块配建停车位为1.01.01.01.0车位车位车位车位/100/100/100/100㎡㎡㎡㎡建筑面积建筑面积建筑面积建筑面积，，，，其所在片区海绵城市建设指引的相关指标为年径流总量控制其所在片区海绵城市建设指引的相关指标为年径流总量控制其所在片区海绵城市建设指引的相关指标为年径流总量控制其所在片区海绵城市建设指引的相关指标为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率率率≥≥≥≥65%65%65%65%，，，，其他规划指标详见分图则其他规划指标详见分图则其他规划指标详见分图则其他规划指标详见分图则。。。。

4042.26634042.26634042.26634042.2663

个性化定制服务乐趣十足

槟榔谷受高端定制团青睐

保亭人才住房建设工程项目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