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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总动员 齐心协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市政府督查督办
重点区域防控情况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通知》和省委、市委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充分调动
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积极性，推动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现公告如下:

一、依法重点打击以下十种黑恶势力性质违法犯罪活动
（一）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

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
（二）把持基层政权、操控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

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

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
（四）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

的黑恶势力；
（五）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

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六）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机场、码头、旅游景区等

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
（七）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八）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九）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十）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二、欢迎广大人民群众踊跃举报
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线索，

对于举报线索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严格保
密，对在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深挖
黑恶势力“保护伞”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予以奖励；对包庇、纵容
违法犯罪分子或者恶意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三、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拨打110（24小时）或0756-2227110（法定工作

日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
电子邮箱：zhshceb@163.com
举报信箱地址：珠海市香洲区510号邮政信箱。

珠海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4月2日

珠海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举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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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一、、出让地块概况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18018/
珠横国土

储
2018-02

备注

宗地位置

横琴新区环岛东
路东侧、安临路
南侧、福临道西
侧、濠江路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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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0.00平方米（其中：商业≤17500.00平方米、办公≥27500.00平方米、酒店≥10000.00平方米）；
3．上述地块建筑限高：裙楼≤24米、塔楼≤100米；
4．竞得人在竞得地块后6个月内须在珠海市横琴新区成立一家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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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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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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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号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

7． 竞得人如销售本项目物业，销售面积中不低于50%仅限于销售给澳门企业、自然人，或澳门投资控股企业（内
地法人）；

8．上述地块建成物业计容总建筑面积中的60%（包含商业17500平方米、酒店10000平方米、办公5500平方米）
在项目竣工验收满五年后方可申请核准销售，且酒店功能计容总建筑面积的物业须整体处置、按整栋办理产权；

9．上述地块西侧和北侧分别规划有12米宽和9米宽的支路，其中，西侧支路的东半幅（6米宽）和北侧支路的南半
幅（4.5米宽）位于本用地红线内，须按横琴新区认定的标准进行建设，用地红线内的支路建设费用由竞得人承担，并向公
众无偿开放；

10．上述地块用地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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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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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上述地块开、竣工时间：在土地交付之日起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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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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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个月内完成全部单体
封顶；在土地交付之日起48个月内竣工；

12．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10000.00

规划
土地
用途

商业、办
公、酒店
用地

出让
年限

零售商业用
地40年、商
务金融用地
40年、旅馆
用地40年

计容积率
总建筑面积

（M2）

≤55000.00

建筑
密度

裙楼≤
45%、塔楼≤28%

绿地
率

≥30%

起始价
（楼面地价
元/M2）

人民币
9740

增价幅度
（楼面地价
元/M2/次）

人民币
10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人民币：26785
美元：4262
港币：33451

（（交易序号：：1801818018））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横琴））

二、挂牌出让对象：
凡符合《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需进入横琴新区粤澳

合作产业园的澳门企业，均可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
和个人竞买。

上述条件由澳门特别行政区贸易投资促进局和横琴
新区澳门事务局负责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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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9
时至2018年5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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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4日9时至2018年5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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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8年55月88日1717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18年4月24日9时。
截止时间：2018年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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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

本报讯 记者高松 见习记
者龚文海报道：4月3日，市政府
督办室联合市环境保护局、香洲
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以及相关
部门组成专项督导组，对我市正
在开展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
行督查督办。督导组重点检查
了吉大、前山和唐家等空气质量
提升重点区域的环境管控工作
情况，强调要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部署，全市总动员，齐心
协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督导组一行先来到高新区
检查防尘各项工作。据了解，

“蓝天保卫战”部署三天以来，
高新区对辖区内80万平方米
的裸露土地进行了覆盖，并采
取了多种降尘措施，空气质量
明显提升。记者在现场看到，
高新区前环海岸线露土区域
（25 万平方米）已经实现了全

覆盖。淇澳县道 X-588 续建
工程不仅实现了12万平方米工
地的全覆盖，并且拆除了发电机
组与打桩机组，增加了两台洒水
车沿途洒水降尘。淇澳红树林海
堤加固达标工程覆盖了所有工
地，只在需要作业的区域打开防
尘网，并在现场配备了两台雾炮
车和多台雾炮机，不间断对工地
进行喷雾降尘。督导组要求工程
施工现场必须严格落实“六个
100%”，并妥善处理废渣、废水，
防止污染。

随后，督导组来到拱北水厂
南沙湾泵站，看到西南侧空地仅
作简单覆盖，且泵站内飘满了水
葫芦，水体污染严重。督导组严
肃要求珠海水控集团必须尽快对
空地开展硬底化处理，并研究“一
河一策”方案，对水体主要污染物
进行检测，拿出切实可行的水污
染整治方法。

途经金鸡路时，督导组发现金
鸡西路交南湾北路转盘工地现场
围蔽不连续，部分区域土地裸露，

极易产生扬尘。对此，督导组严
肃要求珠海交通集团立即采取
措施，限期实现工地100%连续
围挡，裸露地面全部复绿。

汽车尾气污染是影响空气
质量的重要因素。督导组随后
来到吉大公交总站了解公交车
电动化落实情况，该站点负责
人介绍，吉大公交总站现有39
台柴油公交车、102台LNG公
交车，纯电动化更新工作正抓
紧开展。督导组要求，该站点
必须立即开展站内场地及维修
车间清污工作，并按计划在4月
底前将39台柴油公交车更换为
纯电动公交车，在6月底前实现
站点所有公交车纯电动化。

最后，督导组来到海滨公
园停车场。该停车场出入设置
不合理，设施较为陈旧，影响海
滨公园整体环境，将于近期关
闭，分步进行优化提升。督办
组对检查情况进行详细记录，
强调会按期复查，并责令建设
单位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香洲区齐心协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将41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启航新时代 珠海再出发

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近
日，市食药监局认真贯彻落实珠
海市委要求，采取领导带学、集
中研学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
式原汁原味学原文、悟原理，在
广大干部职工中持续兴起《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学习热
潮，形成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主
动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提振精
神、引领实践的良好氛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
卷印发后，市食药监局第一时间
向全局干部职工发放原著，做到
人手一本，大力营造把《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作为案头
卷、必读书、座右铭的学习风
气。同时，市食药监局认真制定
学习宣传贯彻方案和计划，细化

时间节点，列明学习重点，丰富
学习形式，在党组中心组扩大学
习、党支部集体学习中做到不折
不扣落实；始终坚持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
卷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紧紧围绕贯
彻新发展理念、改善民生、全面
从严治党等重点内容，不断深化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精髓的理解。

市食药监局分别以“坚定文
化自信”、“注重家庭，注重家风”
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为主题开展集中学习，引领
干部职工在学懂弄通习近平总
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上下功夫；
紧密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的第七部分“适应、把握、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主题，组
织观看李稻葵教授在人文清华
的演讲视频《中国经济新时代新
思维》，激励全体干部职工把握
时代脉搏，跟上时代步伐。

该局干部职工表示，今后将
进一步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
到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来，勤于学思践悟，勇于改革创
新，严于正身律己，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推进事业，真抓实干，为新时代
奋勇前进鼓足劲、加满油，更好
地担当起守护群众舌尖上安全
的使命和责任，为全市人民饮食
用药安全保驾护航，为推进食品
药品监管事业迈上新台阶贡献
力量。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4
月3日下午，市工商联第七届执
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郭才武出席
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团结引导我市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重整行装再出发，撸起袖子
加油干，为开创珠海工作新局面
贡献全市非公有制经济更大的
力量。

郭才武指出，过去一年，全
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秉承爱国
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
社会的理念，有力地推动全市民
营经济实现增加值887亿元，增
长9.1%。市工商联紧紧围绕中
心工作，充分履行职能，积极创
新举措，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
境、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等方
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郭才武强调，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统领，夯实新时代工商联事

业发展的思想政治基础。广大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适应新时
代新要求，抢抓珠海发展黄金机
遇期，围绕“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献计出力，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积极投身公益，自觉践行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全市各级工商联
要聚焦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人
才短缺、营商成本高、企业融资
难等问题，坚持优化服务和强化
引导相结合，不断增强民营企业
扎根珠海、发展壮大的信心和决
心。

市工商联召开七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本报讯 记者卢展晴报道：
一场举全市之力的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已迅速打响。作为主
城区，香洲区积极落实市委、市
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
署，迅速行动，强化责任意识和
大局意识，以切实改善空气质
量为目标，举全区之力坚决打
好“蓝天保卫战”。记者4月3
日从香洲区获悉，目前《珠海市
香洲区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
工作方案》已出炉，41项重点
任务将落到实处。

积极响应
迅速部署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3月30日下午，市长姚奕
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传达贯彻省政府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市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3月 30
日晚上，香洲区区长刘齐英主
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
议，传达了市政府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香
洲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
各单位切实把大气污染防治、
打好蓝天保卫战工作作为当前
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最大的决
心攻坚克难，花最大力气落实

整治，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据了解，会后，香洲区环保局

立即牵头制定了《珠海市香洲区
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工作方
案》，梳理出41项重点任务，制定
工作台账并落实责任单位和完成
时限，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督导检查
确保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实效

一场举香洲全区之力的“蓝
天保卫战”已打响。据介绍，连日
来，香洲区领导先后带队深入海
滨驿站工地、格力电器公司等重
点区域，督导大气污染防治督办
事项整改工作情况，并对重点施
工项目、餐饮企业聚集区等区域
认真检查，现场提出整改要求，要
求各单位将工作落到实处，确保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实效。

立即行动
各单位打响防治工作“第一枪”

在严密部署和严格督导下，
香洲区各单位纷纷打响了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第一枪”。近日，香
洲区环保局联合市环境监察分
局，加强挥发性有机物重点行业
企业巡查检查，累计出动80人次，
检查企业26家次。对大型餐饮企

业、混凝土搅拌站等7家重点管
控企业进行约谈。与此同时，
香洲区环保局利用扬尘监测车
对25个建设工地等重点区域进
行全覆盖的扬尘监测，及时发
现扬尘污染等问题，转交城管、
住更部门，督促在建工地严格
落实“六个100%”措施。

香洲区城管局强化市政道
路洒水降尘工作，采取白加黑、
地毯式排查，对露天大排档、燃
烧蜂窝煤、工地围挡不规范、泥
头车污染等开展整治行动，共
检查商铺1189家，发现违规燃
烧蜂窝煤等140宗，查处占道
经营烧烤等18家，处理烧烤炉
172个、蜂窝煤7000多个，责
令工地规范围蔽2宗、配合交
警开展泥头车检查15次。

与此同时，香洲区住更局
及各镇街组织社区、执法等相
关部门也在行动，对辖区在建
105个工地进行扬尘治理开展
全面检查，对辖区“三小”场所、
餐饮店违规燃煤等行为开展地
毯式排查整治，共出动了980
余人次，对违法使用污染燃料
的责任单位现场责令整改，共
扣押煤球约6324个，没收煤炉
185个。

本报讯 记者高松 熊伟健
报道：4月3日，富山工业园召开
建设工程施工扬尘防治工作动
员部署会，落实园区范围内工地
扬尘治理工作。富山工业园管
委会，斗门区交警大队、城管中
队，园区开发公司及园区所有在
建工地代表、项目负责人、总监
理工程师共计6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职能部门通力
合作，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将工
地扬尘治理方案纳入日常监管
范畴。对于未落实和落实不好
的项目工地严肃处理，顶格处
罚，记录不良行为，纳入诚信管
理。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以高标准、
高效率、高规格抓好建筑施工管

理。会议强调，各单位必须切
实履行好各自的环境保护职
责，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建设
新富山提供有力保障。

据悉，下一步富山开发建
设局将对园区内所有工地展开
地毯式检查，对未采取有效措
施，造成扬尘污染的工地进行
严厉查处。

富山工业园部署工地扬尘治理工作
做到“六个100%”未落实者将被顶格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