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陈
怡颖冤 10月 14日下午袁 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成功挂牌出
让两宗美安科技新城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袁总面积 24804.48平
方米渊合 37.21亩冤袁成交总价为
2588.59万元遥

宗地一为海口市国家高新
区美安科技新城 B0419-1地块袁
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
B0419 -1 地 块 袁 土 地 面 积
13358.61平方米 渊合 20.04亩冤袁

土地用途为科研工业混合用地
渊其中 A35 科研用地占 60%袁工
业用地占 40%冤袁 土地使用年限
为 50年袁容积率臆2.5遥该宗地投
资强度不低于 600 万元/亩袁由
海南斯莱克科技有限公司以
1398.45万元竞得遥

宗地二为海口市国家高新
区美安科技新城 B0417-3地块袁
位于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
B0417-3 地块袁 土地总面积为
11445.87平方米 渊合 17.17亩冤袁
土地用途为科研工业混合用地

渊其中科研用地 60%, 工业用地
40%冤袁土地使用年限为 50年袁容
积率臆2.5遥该宗地投资强度不低
于 698万元/亩袁 由海南海兴国
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1190.14
万元竞得遥
据了解袁上述两宗用地主要

分别用于开发建设高端装备制
造项目和物联网垣智慧公用事业
产业化及亚洲销售总部项目袁进
一步提升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业
态建设袁发展循环经济袁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遥

白沙入选
国家“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安置房二标段 4#地块位于琼山
大道以东 渊海口市江东新区 JDZH-
02-A11地块冤袁占地面积 18887.71平
方米袁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零售商业
混合用地遥

安置房二标段 5#地块位于白驹
大道以南 渊海口市江东新区 JDZH-
02-A04地块冤袁占地面积 32826.97平
方米袁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零售商业
混合用地遥

野项目建成后袁将成为保障江东新
区开发建设和安置涉征村庄村民的安
居工程遥冶海口江东新居第贰置业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将全力以赴推
进江东新区安置房二标段 4#尧5# 地
块项目的顺利实施袁 争取让涉征村庄
村民早日搬进新居遥

海口江东新区 2宗地块成交

成交金额2.07亿 将建设安置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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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今日起报名 海南招录304人
10月 24日报名截止 11月28日考试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孙秀英
吴灵姗冤 10月 14日袁在昆明召开
的联合国叶生物多样性公约曳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的生态文明论坛
上袁生态环境部为第五批 49个野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 实践创新
基地进行授牌命名袁 海南省白沙
黎族自治县喜获殊荣遥
据悉袁这是海南继昌江黎族自

治县王下乡之后第二个获此荣誉
的地区袁 也是海南首个县域 野两
山冶基地遥 野两山冶基地是一块国家
级的金字招牌袁承担着野两山冶成
效转化野试验田冶的重任袁是探索
如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
前沿阵地遥
握着沉甸甸的奖牌袁白沙县生

态环境局局长罗智仁表示袁 近年
来白沙坚定不移的践行 野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理念袁以生态优
先引领高质量发展袁深入实施野三
区一地一园冶发展战略袁坚决打好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袁 持续释放
生态红利袁 坚决扛起建设海南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白沙担当袁
探索出了野绿水青山冶向野金山银
山冶转化的白沙样本袁深度贫困县
顺利脱贫致富遥

海口成功出让两宗美安科技新城用地

琼海博鳌蔡家宅文化区尧海南农垦博物馆尧万宁兴隆咖啡谷
海南三地被评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刘宁玥 通讯员
陈晓东冤 10月 14日袁 国际旅
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归国
华侨联合会获悉袁近日袁中国
侨联确认了第九批野中国华侨
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冶名单遥 海
南省琼海博鳌蔡家宅文化区尧
海南农垦博物馆尧万宁兴隆咖
啡谷荣获野中国华侨国际文化
交流基地冶殊荣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鲁启兰冤 10 月 14 日袁 国家
公务员局发布 叶中央机关及其直属
机构 2022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
告曳袁该局将组织实施中央机关及其
直属机构 2022 年度考试录用一级
主任科员及以下和其他相当职级层
次公务员工作遥 本次招考计划招录
3.12 万人袁其中海南招录 304 人遥从
10 月 15 日 8 时起袁考生可登录考录
专题网站进行报名遥

银琼海博鳌蔡家宅文化区 银海南农垦博物馆 银万宁兴隆咖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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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冤 10月 13日下午袁海口以挂牌方式出让海口江东新区
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袁 由海口江东新居第贰置业有限公司以成交价 7488万元尧13226万元竞得遥
该项目总面积 51714.68平方米袁将建设江东新区安置房项目遥

本次招考主要采取网上
报名方式袁报考者可于 10月
15日 8:00 至 10月 24 日 18:
00期间登录考录专题网站进
行报名并提交报考申请袁每
次只能选报 1个职位遥
本次招考分为笔试与面

试袁 笔试时间定于 11 月 28
日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8个非通
用语职位外语水平测试袁中
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职
位尧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职位以及公安机关人民警
察职位专业科目笔试时间为

11月 27日 14:00要16:00遥
笔试在全国各直辖

市尧省会城市尧自治区首府
和个别较大城市设置考
点遥8 个非通用语职位的报
考者在网上报名时袁 务必
将考点选择为北京遥 中国

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职
位 尧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职位以及公安机关人
民警察职位的报考者在网
上报名时袁 务必将考点选
择为直辖市尧 省会城市或
者自治区首府遥

网上报名：10 月 15 日 8:00 至
10月 24日 18:00

资格初审院10月 15日至 10月
26日
网上缴费院11月 1日 0:00至 11

月 7日 24:00
打印准考证院11 月 22 日 0:00

至 11月 28日 12:00
笔试时间院11 月 28 日上午 9:

00要11:00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曰11
月 28日下午 14:00要17:00 申论

8个非通用语职位外语水平测
试袁 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职
位尧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职位
以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专业科
目笔试时间为院11月 27日下午 14:
00要16:00
成绩查询院笔试阅卷结束后袁由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确定各类职位
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袁 对西部地区
和艰苦边远地区职位尧 基层职位和
特殊专业职位等袁将予以适当倾斜遥

海南招录单位招考人数（部分）时 间 表
用人司局 招考

人数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秀英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秀英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秀英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秀英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龙华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龙华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龙华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龙华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美兰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美兰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美兰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美兰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琼山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琼山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琼山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琼山区税务局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中国民用航空海南安全监督管理局

中国民用航空海南安全监督管理局

东部邮政管理局

中部邮政管理局

中部邮政管理局

西部邮政管理局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海南省三沙市气象局

海南省三沙市气象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0
1
1

用人司局

2
1
1
2
2
1
1
2
2
1
1
2
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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