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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揭露失信败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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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鉴于海棠
湾 A8 片区控规 A8-10-30 地块在省级
六类产业园区内，且用地规划性质为中
小学用地（用地代码：A33），对应土地用
途为教育用地，属教育产业项目，因此不
设具体出让控制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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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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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元/㎡（折合131.40

万元/亩），土地评估总价为 11497.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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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35 公
顷 ，其 中 耕 地 1.9696 公 顷（其 中 水 田
0.3961 公顷、旱地 0.1175 公顷、可调整果
园 0.0244 公顷、可调整其他园地 1.4316
公顷）。其中该宗地占用的可调整果园
按水田开垦费用标准管理，可调整其他
园地按旱地开垦费用标准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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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万元/亩，旱地开
垦费用标准为 20 万元/亩，则该宗地耕
地开垦费为 7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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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725万元。

综上，该宗地土地评估价、耕地开垦
费和耕地占用税合计 12419.0744 万元。
因此，确定该宗地挂牌出让起始价为
12420万元。

（二）开发建设要求
1.竞买人须在竞买初审前与三亚市

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对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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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三亚市现代服
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具书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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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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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片
区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该宗地拟建设
国际学校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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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按照规划的相关要求进行开发建
设。该宗地竞买人资质由三亚市现代服
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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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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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
会出具初审文件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2月 10日。

根据三亚市投资促进局出具的《关
于 A8-10-30 土地挂牌出让条件的函》
（三投促函〔2021〕815 号），为进一步加
强三亚市实际引入和利用外资力度，该
宗地竞买保证金采用人民币进行支付，
剩余土地出让金需全部采用外资进行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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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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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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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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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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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7日 9时 00

分至2021年 12月 17日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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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1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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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号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挂牌出
让海棠湾 A8 片区控规 A8-10-30 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关事项的批复》
（三府函〔2021〕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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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湾 A8

片 区 控 规 A8-10-30 地 块 ，CGCS2000
坐标系面积 58335.22 平方米（海南三亚
平面坐标系面积 583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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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用
地（用地代码：A33），对应土地用途为
教育用地。

2021年 9月 7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出
具 了《 关 于 海 棠 湾 A8 片 区 控 规
A8-10-30 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
的 证 明》，证 明 海 棠 湾 A8 片 区 控 规
A8-10-30 地块内约 58370 平方米用地
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
成。三亚市海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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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现存于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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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日上午，81 岁的邓先
生向三亚日报新闻热线 88981099
投诉称，三亚金坤石材有限公司拖
欠他 4 万元劳动报酬迟迟未支
付。让他气愤的是，起诉对方后，
官司打赢了，却依旧未收到这笔
钱。为此，法院依法将该公司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下达了“限
高令”……

拖欠劳动报酬十年
仍未支付

据邓先生介绍，十年前，71 岁
的他到三亚金坤石材有限公司任
职，负责安装、维修、生产技术等事
宜，当时双方口头约定月工资为 1
万元。然而任职期间，该公司却以
资金紧张为由拒绝支付邓先生工
资。

2014年 2月初，邓先生去了一
趟北京办理个人事务，当年 8月回
到三亚时发现该公司已人去楼空。
之后，他怀疑三亚金坤石材有限公
司已被深圳市某工程有限公司收
购，原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也到深
圳这家公司任职。他多次联系对方

要求支付工资，但对方均不予理
会。2015年 10月 12日，邓先生向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三亚金坤石材有限公司支付 26
个月工资共计26万元，深圳市某工
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为此，法院判决三亚金坤石材有
限公司向邓先生支付劳动报酬4万
元，但他却一直收不到这笔钱。由于
对方拒不履行还债义务，目前已被法
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下达了
限制消费令。尽管如此，邓先生至今
仍未收到4万元劳动报酬。

记者了解到，邓先生追索劳动
报酬纠纷一案，三亚市城郊人民法
院 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 立 案 受
理。受理后，被告深圳市某工程有
限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管
辖异议。深圳市某工程有限公司不
服，上诉至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亚中院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
裁定。之后，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 4月
22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原告邓先
生、被告深圳市某工程有限公司的
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三
亚金坤石材有限公司经法院合法传
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
讼，法院依法缺席审理。此案已审
理终结。

对于邓先生要求深圳市某工程
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一事，

该公司辩称：原告已到退休年龄，
没有劳动条件，没有取得劳动报酬
的权利；公司的所在地为深圳市福
田区，原告没有在该公司工作过，
没有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公司不
应承担任何责任。

法院判决公司支付4万元

经审理查明，法院认为邓先生
与三亚金坤石材有限公司虽未签
订书面合同，但邓先生提供的名
片、工资单等证据能够证明邓先生
事实上向该公司提供了劳动，并且
约定了月工资为 1 万元。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的解释相关规
定，邓先生虽已达退休年龄，依法
不能被确认劳动关系，但并不影响
其向该公司提供劳动并获取报酬
的权利，该公司应当按约向邓先生
支付劳动报酬。

对于邓先生主张的任职期间
为2011年 12月 1日至2014年 1月
31 日，法院认为其提供的工资单
证据显示时间为2011年 10月 1日
至 2012 年 6 月 15 日，无法证明其
任职时间至2014年 1月 31日。法
院判定邓先生在三亚金坤石材有
限公司的工作时间共 8个月，所获
劳动报酬为 8 万元。但其中有四
笔工资共4万元有邓先生签名，按

通常生活经验，只有领取工资后才
会签名，故此4万元应当扣除。邓
先生称系陈某让其签字但未向其
发放工资的说法与常理不符，不足
采信。

邓先生主张的深圳市某工程
有限公司应对三亚金坤石材有限
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其提
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事实，工
商登记显示这两家公司是两家相
互独立的法人机构，故对邓先生要
求深圳市某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
带责任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三
亚金坤石材有限公司经法院合法
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
讼，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为
此，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三亚金坤石材有限公司向邓先生
支付劳动报酬4万元；驳回邓先生
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邓先生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立案执行。
但被执行人三亚金坤石材有限公
司既未履行义务也未向法院报告
其财产状况，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依法对其采取了限制消费措施并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依法对

被执行人三亚金坤石材有限公司
名下的银行、互联网银行、证券、车
辆、工商、不动产等信息进行多次
查询，均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该案执行到位金额为
0。邓先生也未能提供出三亚金坤
石材有限公司可供执行财产的线
索。至此，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认
为，该案的财产调查措施已穷尽，
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情形。
遂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三亚
金坤石材有限公司仍负有继续履
行债务的义务，邓先生有要求其继
续履行债务的权利；邓先生发现三
亚金坤石材有限公司有可供执行
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记者了解到，如三亚金坤石材
有限公司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
费，经查证属实的，法院将依法予
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邓先生已写好追加被执
行人申请书，准备再次向法院申请
执行，其追加事项为：追加被申请人

陈某为被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三亚

金坤石材有限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

任，要求对方向他支付劳动报酬4万

元，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那么邓先生能否追回这4万

元劳动报酬？本报将继续关注。

监督热线
88981099 88981066

一公司拖欠劳动报酬十年
八旬老人打赢官司仍收不到钱

本报记者 吴英印

三亚优化调整4条公交线路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近日，三亚市交通运输

局对 47 路、51 路、崖州 3 号、崖州 9 号等 4 条公交
线路进行优化调整，旨在满足市民公交出行需求，
提升城市公交服务能力。

47 路（立才农场至雅林村委会）增加“雅亮村
委会”公交站点，优化后线路走向为：立才农场—
S314—Y097—S314—X835—雅林村委会。

51 路（津海建材市场至港务局）由原“津海建
材市场至港务局”调整为“火车头家具城至港务
局”，取消“津海建材市场”“第一中学后门”公交站
点。

崖州 3 号公交线路调整为 AB 线，其中崖州 3
号A线取消停靠“崖州中心渔港”公交站点，崖州3
号 B 线走向不变，取消“三更村委会”“三更上村”
公交站点。

崖州 9 号（三公里村至拱北村委会）公交线路
走向恢复，优化后线路走向为三更村委会—084乡
道—Y081—G225—火车站路—古城北路—古城
北路—火车站路—G225—吴泊街—Y072 乡道—
大茅村。

11 月 14 日，三亚传媒影视集团 2021 年记者节趣味运动会在三亚市实验小学体育场举行，
200 多名新闻工作者，以趣味运动的方式欢庆第 22 个中国记者节。

旋风跑、螃蟹赛跑、海底捞月、鲤鱼戏珠……每一个运动会项目趣味十足，考验团队协作能
力，让平日忙碌在采访一线的记者、伏案改稿的编辑、“宅”在广播室播音的主持人等媒体人欢聚
一堂，好好“放松”了一把。

快到筐里来。
本报记者 王康宏 摄 为了胜利，冲呀。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看我健步如飞。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天涯区政府工作人员学公文写作

提高办文办会办事效率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近日，主题为“讲话稿
写作”的公文写作培训班在天涯区机关党群服务
中心举办，全区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30 余人集中

“充电”。
现场，授课老师以丰富的实际案例为切入点，

介绍各类优质讲话稿材料背后的故事，激发大家
的学习兴趣；重点对讲话稿类型、构思步骤、写作
技巧等进行细致介绍、分析和讲解，帮助大家理清
写作思路和基本技巧，更好地运用到今后实际工
作，不断提升写作水平和稿件质量。同时，就学员
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不断推进，全市各部门之
间工作交流、业务对接更加密切，为贯彻落实三亚

“制度建设年”“作风整顿建设年”工作要求，天涯区
政府办创新工作机制，积极发挥区政府机关党群服
务站的作用，建立常态化的学习提升工作制度，打
造学习课堂，并采用“小班制”进行培训学习，最大
程度夯实培训成效，强化公文写作处理水平，提高
办文办会办事效率，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2021年记者节趣味运动会举行

老编老记嗨起来 放松身心再出发

1614套安置房
预计明年8月交付
◀上接1版

据招商三亚深海科技城开发有限公司代管事业
部经理杨若介绍说，三亚崖州湾大学城安置区一期
项目预计2022年 8月左右全面交付。项目建成后，
可提供 1614 套安置房，1:1 配置停车位，解决大蛋
村村民安置问题，满足安置户需求，对于补齐当地
公共服务功能和配套设施短板，提升区域整体公共
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该安置区设置六个房屋
户型，分为三种建筑面积，包括 127 平方米的三室
一厅两卫一厨，85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一卫一厨，以
及42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满足村民家庭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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