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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财经

去年珠海CPI同比上涨0.8%
居住价格涨幅回落 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二、挂牌出让对象：
凡符合下列条件并通过资格审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或港澳地区）的企业（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但不接受个人及联合竞买：

竞买人或其实际控制人应为《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中“旅游休闲”或“文化创意”类企业。

上述条件由珠海市横琴新区商务局核准。
三、挂牌文件索取：本次挂牌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以《挂牌

文件》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2月28日9时至2018年3
月13日16时登录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或到交易中心1101室索取
《挂牌文件》。

四、网上竞买要求：本次挂牌出让以网上交易方式进行。竞
买人须通过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
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申请、报价及竞价。网上交易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网上竞买操作说明：竞买人须先登录交易中心网址注册
用户并按《挂牌文件》要求申请CA数字证书，下载并安装网上
交易系统。CA数字证书须与交易中心系统绑定后，方可登录网
上交易系统参与网上交易。具体流程可登录中心网址下载《用
户手册》。

六、竞买资格申请和审查：竞买人应于2018年3月5日9时
至2018年3月13日16时在网上交易系统完成竞买资格申请，
并在此期间提供有关资料到交易中心业务窗口进行竞买资格的
审查，交易中心将在受理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竞买人的资格
审查，并出具《竞买资格审查结果通知书》。

七、保证金交纳：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可在网上交易系

统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号，并应当在报价前向该账号
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网上交易系统确认保证金到账后方可报
价。保证金交纳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14日17时（以银行
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18年3月5日9时。
截止时间：2018年3月15日10时。
九、本次交易过程全部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竞买人应尽

早在挂牌截止时间前完成报价，超过挂牌截止时间交易系统将
自动关闭，不再接受报价，因此造成竞买人无法报价的损失，由
竞买人自行承担。

十、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十一、咨询电话和地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756）2686621、2538130、

2538763（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B座
二楼）；

珠海市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咨询及查勘电话：（0756）
8935930（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天河街28号）。

十二、网址：
国土资源局网址：http：//www.gtjzh.gov.cn
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
横琴新区管委会网址：http://www.hengqin.gov.cn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
珠海市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2月13日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横琴）
（交易序号：18008）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横琴新区管委会批准，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委托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
心）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宗地编号为珠横国土储2018-04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18008/珠
横国土储
2018-04

备注

宗地位置

横琴新区开新三道
东侧、天沐河南侧、
中心大道西侧、香
江路北侧

1．上述地块按土地现状条件（净地）供地；
2．上述地块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29142.00平方米（其中文化创意产业比例≥85％、商业配套比例≤15％）；
3．上述地块建筑限高：≤24米；
4．竞得人在竞得地块后1个月内（港澳企业6个月内）须在珠海市横琴新区拥有一家持有100%股权的独立法人资格公
司。竞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名称可直接变更登记至该独立法人资格公司名下，由该独立法人资格公司承担本
合同的所有权利与义务，不视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5．竞得人须按照相关规定，在领取本宗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向横琴新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一次性足额缴交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6． 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日与横琴新区管委会签订《珠横国土储2018-04号地块建设和
使用监管协议书》,如竞得人拒绝签订《监管协议》的，则已签署的《成交确认书》无效，出让人有权终止供地并不予退还
宗地定金。如竞得人达到转让条件发生转让的，受让方须承接《珠横国土储2018-04号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中
的权利和义务，并重新签订《珠横国土储2018-04号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
7．上述地块计容积率建筑面积限制销售比例为100%，项目竣工验收后满二十年、满足《监管协议》第二条和第十条约
定并经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方可申请核准销售，且具体受让对象需经横琴新区管委会进行核准。其中文化创
意功能部分计容总建筑面积的物业可申请按栋、层等有固定界限的部分为基本单元进行分割销售和转让，销售和转让
物业的受让对象须为已入住本项目且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
8．上述地块按《横琴新区产业项目出让用地监管办法》、《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珠横国土储2018-04号地
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约定进行履约监管及追究违约责任；
9．上述地块开、竣工时间：用地在土地交付之日起4个月内，取得横琴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许可文件，且
建设开工；在土地交付之日起14个月内完成基础设施达到建设标高±0.00；在土地交付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全部单体
封顶；在土地交付之日起30个月内竣工；
10．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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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挂牌出让对象：
凡符合下列条件并通过资格审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或港澳地区）的企业（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但不接受个人及联合竞买：

竞买人或其实际控制人应为《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中“旅游休闲”类企业。

上述条件由珠海市横琴新区商务局核准。
三、挂牌文件索取：本次挂牌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以《挂牌

文件》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2月28日9时至2018年3
月13日16时登录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或到交易中心1101室索取
《挂牌文件》。

四、网上竞买要求：本次挂牌出让以网上交易方式进行。竞
买人须通过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
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申请、报价及竞价。网上交易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网上竞买操作说明：竞买人须先登录交易中心网址注册
用户并按《挂牌文件》要求申请CA数字证书，下载并安装网上
交易系统。CA数字证书须与交易中心系统绑定后，方可登录网
上交易系统参与网上交易。具体流程可登录中心网址下载《用
户手册》。

六、竞买资格申请和审查：竞买人应于2018年3月5日9时
至2018年3月13日16时在网上交易系统完成竞买资格申请，
并在此期间提供有关资料到交易中心业务窗口进行竞买资格的
审查，交易中心将在受理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竞买人的资格
审查，并出具《竞买资格审查结果通知书》。

七、保证金交纳：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可在网上交易系

统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号，并应当在报价前向该账号
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网上交易系统确认保证金到账后方可报
价。保证金交纳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14日17时（以银行
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18年3月5日9时。
截止时间：2018年3月15日10时。
九、本次交易过程全部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竞买人应尽

早在挂牌截止时间前完成报价，超过挂牌截止时间交易系统将
自动关闭，不再接受报价，因此造成竞买人无法报价的损失，由
竞买人自行承担。

十、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十一、咨询电话和地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756）2686621、2538130、

2538763（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B座
二楼）；

珠海市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咨询及查勘电话：（0756）
8935930（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天河街28号）。

十二、网址：
国土资源局网址：http：//www.gtjzh.gov.cn
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
横琴新区管委会网址：http://www.hengqin.gov.cn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
珠海市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2月13日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横琴）
（交易序号：18009）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横琴新区管委会批准，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委托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
心）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宗地编号为珠横国土储2018-05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18009/珠
横国土储
2018-05

备注

宗地位置

环岛西路东侧、
环岛北路南侧、
小横琴山北侧

1．上述地块按土地现状条件（净地）供地；
2．上述地块土地用途为旅游用地（根据《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政策的意见》（国土资规[2015]10号）“促进自驾车、
房车营地旅游有序发展……自驾车房车营地项目土地用途按旅馆用地管理，按旅游用地确定供应底价、供应方式和使
用年限”的要求，宗地用途选择《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旅馆用地”）；
3．上述地块建筑限高：≤30米；
4．竞得人在竞得地块后1个月内（港澳企业6个月内）须在珠海市横琴新区拥有一家持有100%股权的独立法人资格
公司。竞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名称可直接变更登记至该独立法人资格公司名下，由该独立法人资格公司承担
本合同的所有权利与义务，不视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5．竞得人须按照相关规定，在领取本宗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向横琴新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一次性足额缴交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6．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日与横琴新区管委会签订《珠横国土储2018-05号地块建设和
使用监管协议书》,如竞得人拒绝签订《监管协议》的，则已签署的《成交确认书》无效，出让人有权终止供地并不予退还
宗地定金。如竞得人达到转让条件发生转让的，受让方须承接《珠横国土储2018-05号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
中的权利和义务，并重新签订《珠横国土储2018-05号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
7．上述地块建成物业限制销售比例为100%,由竞得人自持，且竞得人不可申请核准将该项目物业进行销售和转让；
8．上述地块按《横琴新区产业项目出让用地监管办法》、《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珠横国土储2018-05号
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约定进行履约监管及追究违约责任；
9．上述地块开、竣工时间：用地在土地交付之日起4个月内，取得横琴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许可文件，且
建设开工；在土地交付之日起5个月内完成基础设施达到建设标高±0.00；在土地交付之日起9个月内完成全部单体封
顶；在土地交付之日起12个月内竣工；
10．上述地块内有存量建筑物（计入项目建筑总面积），成本价值为43,606,747.07元。竞得人须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之日起30日内将存量建筑物成本价款支付给代建单位珠海琴建园林有限公司，待竞得人付清价款款后，建筑物产权归
竞得人；
11．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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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
记者2月11日从国家统计局珠
海调查队获悉，2017年，珠海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比上
年上涨0.8%，涨幅较2016年
（上涨1.9%）缩小1.1个百分点。

珠海CPI低于全国全
省平均水平

据分析，2017年，珠海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0.8%，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
1.2%，服务价格上涨0.4%。八
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现

“全涨”格局。从消费类别看，
“八大类”价格同比均保持上涨
态势，其中，教育文化和娱乐价
格上涨2.3%，影响总指数上涨
0.24个百分点，是拉动CPI上
涨的主要动力。

2017年，珠海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分别较全国（涨1.6%）
及全省（涨1.5%）低0.8和0.7个
百分点。在全省21个地级市
中，按CPI涨幅由高到低排序，
珠海位居第20位。与珠三角9

市相比，珠海位居末位。

居住价格涨幅回落是影
响CPI变动的关键因素

2017年，珠海居住价格同比
上涨0.5%，拉动居民消费价格总
指数上涨0.11个百分点，贡献率
为13.5%，较2016年贡献率（同
比上涨5.1%，贡献率64.2%）大幅
减少50.7个百分点。

受2016年10月及2017年4
月两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珠
海房地产市场逐渐降温，房租价
格也在2017年二、三季度出现一
定回落。在负翘尾和新降价因素
共同作用下，珠海私房房租价格
涨幅收窄，全年同比上涨0.5%，
较2017年一季度（上涨10.5%）收
窄10.0个百分点。

另外，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
影响，珠海液化石油气价格持续
上涨，2017年累计上涨27.2%，
拉动CPI上涨0.33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下降是抑制
CPI上涨的重要因素

2017年，珠海食品烟酒价
格同比微涨0.3%。其中，食品
价格下降0.6%，较2016年（涨
5.7%）大幅回落6.3个百分点，
为近8年来首次同比下降，影
响CPI下降约0.12个百分点。
另外，烟酒价格上涨2.9%，在
外餐饮价格上涨1.7%。

供应充足，菜价降幅明
显。2017年以来珠海不稳定
天气总体较上年同期少，蔬菜
市场供应较为充裕，全年菜价
同比下降3.9%。

进入下行周期，猪肉价格
持续低迷。猪肉价格从2015
年3月开始，经历了一波连续
22个月同比上涨的“最强猪周
期”后，于2017年2月出现同
比价格下降态势，并进入本轮
周期的下行通道，连续11个
月同比价格回落，全年猪肉价
格累计下降8.0%，拉动CPI下
降 0.24 个百分点。2017 年，
珠海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上涨
1.9%，拉动CPI上涨0.16个百
分点。

教育文化和娱乐是拉
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

2017年，教育文化和娱乐
价格同比上涨2.3%，拉动CPI
上涨0.24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28.9%，是“八大类”价格中上
涨贡献率最大的类别。由于教
师薪酬、办学成本以及优质教
育需求的持续增长，教育支出
明显提高，其中，民办学校和普
通高等学校学费上涨影响较为
明显。2017年，珠海教育服务
价格同比上涨2.6%，拉动CPI
上涨0.15个百分点。

此外，2017年珠海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涨幅较2016年
收窄明显，涨幅温和，既是国内
外经济大环境综合作用的结
果，同时也表明各级政府实施
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得相当到
位。自2013年以来，珠海服务
价格同比涨幅逐渐收窄，于
2017年达到近8年来最低值
（同比上涨0.4%），为维持低物
价水平创造了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2月 12日
电 中国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
局12日发布消息，明确保险机
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的政策边
界，提出要加强保险资金境外
投资监管，切实防范境外投融
资风险。

两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规范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
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保险
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是保险
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向
境内银行申请开立保函或备用
信用证，由境内银行为特殊目

的公司提供担保，或者保险集
团（控股）公司直接向特殊目的
公司提供担保，以获得境外银
行向特殊目的公司发放贷款的
融资行为。

通知所称“特殊目的公司”
是指保险机构以境外投融资为
目的，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外
资产或权益，在境外直接设立
或间接控制的持股比例超过
95%的境外企业。

通知明确，内保外贷业务
提供反担保的主体为保险集团
（控股）公司的，可以采用保证担

保或资产抵质押的方式提供反
担保。资产抵质押方式应当使
用资本金、资本公积金和未分配
利润等自有资金形成的资产。

通知要求，保险机构通过
内保外贷业务实际融入资金余
额不得超过其上季度末净资产
的20%，并纳入融资杠杆监测
比例管理。保险机构要科学设
计特殊目的公司资本结构，合
理安排融入资金的币种、金额、
成本和期限，提前做好还款安
排或再融资安排，有效管理控
制流动性风险和汇率风险。

两部门发文规范保险机构内保外贷业务

切实防范境外投融资风险

据新华社上海2月12日电
周一大盘缩量上涨，沪深两市个
股全线飘红。“中小创”强势上涨
逾3％，表现好于大盘股。当日，
上证综指收报3154.13点，较前
一交易日涨 24.28 点，涨幅为
0.78％。深证成指收报10291.88
点，涨290.65点，涨幅为2.91％。
创业板指数收报1648.07点，涨
幅为 3.49％。中小板指数涨
3.44％，收盘报7029.77点。

沪深两市个股全线飘红，上
涨品种达3053只，下跌品种仅１
71只。不计算 ST股和未股改
股，两市约80只个股涨停。从板
块概念来看，重磅新药、芯片概
念、机器视觉涨幅居前，涨幅均逾
4％；天津国资、银行、能源加工
跌幅居前，前两板块跌幅逾1％。

沪深两市成交量大幅缩减，
分别成交 1710 亿元和 1786 亿
元，总量约3500亿元。

沪深两市全线上涨
中小创涨幅逾３％

为进一步做好迎春人民币小
面额新钞供应工作，满足广大市
民对新钞兑换需求，根据人民银
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关于做好旺季
现金供应的工作要求，中国银行
珠海分行加大各类面额人民币新
钞的投放力度，满足市民的兑换
需求，得到广大市民的高度认同。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该行
依照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迎
春小面额投放工作计划的要求，
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优质的服务做
好各项投放工作。同时，该行统
一安排部署全辖营业网点做好迎
春人民币小面额新钞投放供应工

作，制定投放措施，指定专人负
责，做到心中有数、调度有序。该
行严格执行人民银行新钞投放工
作要求，在全辖各营业网点推行

“兑零换新”绿色通道、“现金兑换
预约服务”等便民兑换新钞措施，
并在各营业网点设立专门兑换小
面额现金窗口，为客户提供便捷、
优质、贴心的服务。同时，该行还
在全辖ATM自助设备上加入大
量的10元小面额新钞以方便市
民兑换，并面向需求量大的商场
和超市开展专门集中兑换，确保
小面额人民币供应到位。

（珠海中行）

珠海中行2018年迎春新举措

全面做好小面额人民币新钞投放

2月12日，无锡
老字号“穆桂英”的工
人在赶制年糕。春节
临近，江苏无锡老字
号糕团生产企业“穆
桂英”的传统手工年
糕进入生产高峰期。
工人们忙着加工年
糕，以满足节日市场
的需求。新华社发

年糕飘香迎春节年糕飘香迎春节

据新华社上海2月 12日
电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
数据显示，12日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中间价报6.3001，较前一
交易日上涨193个基点。2月
12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
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
6.3001 元，1 欧元对人民币
7.7183 元，1 港元对人民币
0.80570 元，1 英镑对人民币
8.7042元，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
币4.9232元。人民币对美元中
间价再次突破6.3关口，业内人
士认为我国跨境资本双向流动
成为常态，总体保持基本平衡。

人民币对美元
上涨193个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