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市政府批准，珠海市国土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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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土储工2018-0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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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挂牌出让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除法

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不接受个人
及联合竞买：

竞买人实缴注册资本金不低于4900万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

上述准入条件由富山工业园经济发展局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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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9时至2018年9月11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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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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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0日9时至2018年9月11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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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17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18年8月30日9时。
截止时间：2018年9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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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8700、2538130（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
国际科技大厦B座二楼）；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富山分局：（0756）5659105（地
址：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珠峰大道1号）；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经济发展局：（0756）5659061
（地址：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珠峰大道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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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8月10日

挂牌序号/
宗地编号

18089/
珠富土储
工 2018-
03号

备 注

宗地位置

富山工业园
规划江湾北
路北侧、规划
白云山路西
侧

1．上述地块以现状（净地）供地。
2．上述地块绿地率为20%，建筑密度≥30%。
3．上述地块产业发展方向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开发与生产，投资总额为7.2亿元人民币（含流动资金8000万
元人民币），投产时间为项目竣工后（包括“三同时”验收和GMP认证）180个日历天内，投产后三年内累计产值不低
于13.44亿元人民币，税收贡献（不含关税及海关代征增值税）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
4．竞得人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下称《合同》）签订当天，与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管委会签订《珠富土储
工2018-03号地块项目建设发展协议书》（下称《发展协议书》），如受让人未履行上述约定的，将解除《合同》，宗地定
金不予以退还，如达到转让条件发生转让情况的，次受让人同时承接协议中的权利义务。
5．竞得人在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之前需缴纳该地块出让金总额的30%作为履约保证金（可以保函形式缴纳），由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收取并监督，具体按《发展协议书》的有关规定执行。
6．动工期限：《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7个月内；竣工期限：《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截止之日起36个月内。
7．外地企业竞得的，须竞得地块后30日内在珠海市富山工业园内注册成立实缴资本金不少于4900万元人民币（或
等值外币）的独资独立法人企业。竞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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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所有权利与义务，不视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8．本项目用地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及其他用途物业不得分割抵押及转让。本项目用地项目竣工验收前和自竣
工验收之日起5年内不得抵押及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将项目用地交于第三方使用。
9．竞得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在用地范围内获取的土石方资源，不得转运至富山工业园辖区范围外，须堆放至园区
管委会指定地点。
10．竞得人须按照《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通知》（珠府函〔2015〕106号）及《关于发布
2018年珠海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珠规建建[2017]82号）的规定，在领取上述地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时向市住房城乡规划建设部门一次性足额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1．上述地块土地价款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12．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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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富山）
（交易序号：18089）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市政府批准，珠海市国土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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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2018-0003、GL-2018-0004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挂牌出让对象：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企业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不接
受个人及联合竞买。18082/GL-2018-0003地块：注册资本金不
低于（人民币或等值外币）900万元的。18090/GL-2018-0004
地块：注册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或等值外币）4亿元的。上述
条件由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现代产
业发展局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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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9时至2018年9月10日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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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9
时至2018年9月10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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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17时（以银行
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18年8月30日9时。
截止时间：2018年9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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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8700、

2538130（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B座二楼）；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高栏港分局：（0756）7268853（地址：珠

海高栏港经济区高栏港大厦十楼1016室）；
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现代产业

发展局咨询及查勘电话：（0756）7268021（地址：珠海高栏港经
济区高栏港大厦1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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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国土资源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8月10日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18082/
GL-
2018-
0003
18090/
GL-
2018-
0004

备注

宗地位置

珠海高栏港经济
区精细化工区浪
湾路南侧

珠海市平沙镇高
栏港高速东侧、
升平大道北侧

1.上述地块由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按“净地”标准移交，具备施工设备与人员
进场的道路、施工所需的供水和供电等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基本条件。2.动工期限：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
开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3.（1）18082/GL-2018-0003 地块建设功能以《广东省优先发展产业目录》第九项“化工”中
第19小项“新型环保型油剂、助剂等纺织专用化学品生产”为主，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
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且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用途的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15% ；（2）18090/GL-
2018-0004地块建设功能以《广东省优先发展产业目录》第二十四项“信息产业”中第27小项“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工
模具制造”为主，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且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
施用途的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15% 。4.上述地块竞得人在竞得该地块后，需缴纳该地块出让金总额的
10%作为履约保证金，由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收取并监管。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分两期退还，竞得人按照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按时开工的，退还50%，主体建筑物按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时间封顶的，退还
50%。竞得人未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履行的，履约保证金一律视作违约金没收。5.上述地块竞得人需在办
理建设工程规划报建时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6.非珠海高栏港经济区境内注册的竞买人竞得该宗地，须在珠海高
栏港经济区注册由其持有100%股权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7.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前与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签订《项目建设发展协议书》。如竞得人拒绝签订《项目建设发展协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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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保证金；如竞得人达到转让条件发生转让的，受让方须承接《项
目建设发展协议书》中的权利和义务，并重新签订《项目建设发展协议书》。8.（1）18082/GL-2018-0003地块项目投资
强度不低于8000元人民币/平方米，投资总额不少于1.1亿元，产出强度不少于12000人民币/平方米/年，税收贡献强
度（不含关税及海关代征增值税）不少于500元人民币/平方米/年；（2）18090/GL-2018-0004地块项目投资强度不低
于8000元人民币/平方米，投资总额不少于48亿元，产出强度不少于12000人民币/平方米/年，税收贡献强度（不含关
税及海关代征增值税）不少于500元人民币/平方米/年。9.（1）18082/GL-2018-0003地块项目投产后贰年内投资强
度未达到土地单位面积8000元/平方米的，竞得人每年应向高栏港管委会支付土地成交价款总额5%的违约金，直至竞
得人追加至符合投资强度要求。竞得人应每年向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报送产值、税收数据，自项目投产后第三年
开始核算产出强度，每三年作为一个核算周期，若实际单位面积产值未达12000元/平方米/年，竞得人应向珠海高栏港
经济区管委会支付违约金(=土地成交价款总额×5%×产值未达标准的差额比例)，单位面积税收（不含关税及进口环节
增值税）未达500元/平方米/年（如遇有关政策调整，参照新规定执行），则竞得人应向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支付违约金
(=土地成交价款总额×5%×税收未达标准的差额比例)直至竞得人追加至符合产出要求为止；（2）18090/GL-2018-
0004地块项目投产后贰年内投资强度未达到土地单位面积5000元/平方米的，竞得人每年应向高栏港管委会支付土地
成交价款总额 5 %的违约金，直至竞得人追加至符合投资强度要求。竞得人应每年向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报送
产值、税收数据，自项目投产后第三年开始核算产出强度，每三年作为一个核算周期，若实际单位面积产值未达10000
元/平方米/年，竞得人应向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支付违约金(=土地成交价款总额×5%×产值未达标准的差额比
例)，单位面积税收（不含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未达350元/平方米/年（如遇有关政策调整，参照新规定执行），则竞得
人应向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支付违约金(=土地成交价款总额×5%×税收未达标准的差额比例)直至竞得人追加至符合
产出要求为止。10.上述地块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及其他用途物业不得分割抵押及分割转让。上述地块项目竣工
验收前不得抵押及转让。上述地块竣工验收后，经珠海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核准，工业物业产权可按幢、层等固定界限
为基本单元分割，用于引进相关产业链合作伙伴的生产型工业项目。分割基本单元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00平方米。
11.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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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5

人民币
5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人民币
140

人民币
6046

投资强
度（元/㎡）
≥人民
币

8000

≥人民
币

8000

（交易序号：18082、18090）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高栏）

一、出让地块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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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王晓君
图/受访者本人提供

教师风采：
严杏，广东省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小学正高级教师、广东省名教师、珠海市名教

师，广东省首届中小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语文教学通讯》《小学语文教师》《小学教学》等
杂志封面人物；曾获全国第四届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一等奖，首届全国教师诵读比赛一
等奖；曾应邀到北京、南京和香港等二十多个城市地区做示范教学及诵读表演；参与多套教
材的编写工作，主编《睁开诗的眼睛》系列诵读课程教材；主持《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诵读微
课程构建研究》等各级重点规划课题。著有个人专著《严杏讲语文》《自言，自语》。

在珠海市香洲区景园小学，
语文教师严杏引领着一群稚嫩
青涩的孩子，朝气蓬勃地竞相成
长，最美教室“青青杏园”见证着
她们的成长。

“从诵读教学到兴发教学，
在多年的教学中，我逐渐形成
自己的教育信念。”严杏说，希
望她的孩子都能在她的引领下
被唤醒、被激励、被引领，从而
引发孩子们内心自然向上成长
的力量。

四季更迭的“青青杏园”
孕育出特色课程——诵读

春天，教室里到处可见绿意
盎然的植物，孩子们读春天的绘
本，诵春天的诗；夏天，教室被布
置成蓝色的海洋；秋天，教室墙
壁上绘制的大树泛了黄……走
进严杏老师所带的班级教室，就
像是走进了孩子们的梦想屋，到
处都是稚嫩而又充满童趣的作
品。

“美育源于自然天性。我渴
望孩子身上能有山水之间的灵
性，能在洋溢着爱、美和自由的
班级氛围中成长。”严杏说，“‘青
青杏园’的建设，让最美教室的
建设由感官和直觉走向课程文
化。”

“培养想象能力，重在诵
读。在诵读中想象词语描绘的
画面，体会词语的内涵，感受诗
歌的意境之美。”严杏说，于是由
她主持编写的诵读教材《睁开诗

的眼睛》应运而生，它以全新的
审美角度，让诗歌教学走向多元
化，告诉孩子们美好的生活不仅
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还
要用心灵去感受，在琅琅的诵读
声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丰
富学生精神世界。

如今，诵读是严杏班级的特
色课程，班里不仅有诵读角、诵
读教材，还有诵读平台、诵读社
团等。严杏专门为学生诵读打
造的微信公众平台，既有她为学
生制作的微课，也可以展示学生

的作品。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诵读教学和兴发教学完美结合

刘良华教授的文章《论“兴发
教学”》里有这样一句话：“教师首
先要反思自己的教学是否缺乏足
够的‘兴发’的魅力和技艺”，文章
指出“兴发教学”的三个途径分别
是情志教学、探究教学、整体体验
教学。严杏深受启发，“这似乎是
我一直以来实践和研究的最好印
证和展望。”

在兴发教学中，有这样一个
经典的表述：兴于诗、立于礼、成
于乐，它与“诵读语文”特别相通
相融。“通过诵读，把文字变成有
节奏的散文诗就是‘兴于诗’；通
过诵读，让学生不知不觉体验文
以载道就是‘立于礼’；通过诵
读，建立语言的音乐感就是‘成
于乐’。”严杏说。

“兴发教育让每一个孩子生
活在自己的梦想中。”严杏说，前
年冬天，她把在山东学习时见到
的银杏叶带回给孩子们，孩子们

表现十分喜爱，其受欢迎程度前
所未有。在他们好奇和欢呼的
背后，是城市孩子内心深处对自
然的探寻和渴望，“小小的银杏
叶让我惊喜地看到，多年来我渴
望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的‘自然兴
发’的种子已经萌芽了。”

“书声琅琅，润物无声”，
诵读教学成工作室“名片”

说起严杏名师工作室，这是
2010年广东省首批挂牌的中小
学名师工作室，始终致力于语文
诵读教学研究，不断推进工作室
品牌化和特色化。自成立以来，
每年承担省级骨干教师及珠海
市骨干教师培训等各级各类跟
岗培训任务，成为学校乃至区域
语文教学的中坚力量。“工作室
主持人不只是个人的荣誉，更是
回报社会的一个担当和责任。”
严杏说。

严杏认为，传统的教学强调
分散的知识或系统的讲授，而诵
读教学则是以诵读作为教学活
动的切入点和依托，彻底改变以
往教学中肢解文章内容和语言
的做法，使学生从节奏上感知文
章、从整体上把握文章，以此获
得完整的思维形象和情感体
验。“感情是人类追求真理的原
动力，‘诵读教学’正是让学生感
知文本细节，动之以情，培养学
生的审美情趣”。

“诵读不仅是学习语文的一
种方式，更是一种对生命品质的
追求。”严杏说，在诵读过程中，

“品、悟、想、用”四个环节缺一不
可，从体味美的语言，到感悟美的
内涵，再到捕捉美的意象，最后走
向美的实践，“小学语文课文中，
多是文质兼美的语言精品，蕴藏
着丰富的知识宝藏。教师要引导
学生认真思考、仔细推敲、品味欣
赏，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语感，又
能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

严杏：“杏园”书声琅 润物细无声
从诵读教学到兴发教学，她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被唤醒被激励被引领

本报讯 8月2日上午，市公
安局举行“初心·使命”我的警察
故事主题讲述活动决赛。交警
支队共有3名选手闯入决赛，其
中，民警郑正讲述的《风雨中的
逆行者》荣获得个人一等奖，民
警白一男讲述的《奋斗，让情怀
落地》、辅警黄泽娇讲述的《想不
到》获得优秀奖；新警夏雨在互
动环节做了讲述展示。

为了保证比赛的专业性，
本次主题讲述活动决赛邀请了
珠海业内的专家担任评委。闯
入决赛的12名选手通过一分钟
介绍视频、PPT等展示方式依次
讲述，再现警队里的感人故事，
展现了新时代珠海警队的忠诚
信念、担当精神和英勇气概。

交警支队民警郑正在《风
雨中的逆行者》的讲述中，用铿
锵有力的语言，回顾了一名交
警在抗击台风“天鸽”中逆风前
行、惊心动魄的救援瞬间，感人
肺腑。民警白一男用航展交通
大数据，讲述了交通科技尖兵
韦文的故事。车管所辅警黄泽
娇则用轻松欢快的语言，把“珠
海交警”微信团队背后的辛酸
展示给观众，赢得了阵阵掌
声。在特别展示环节，民警夏
雨与来自全局不同岗位的一线
民警，用日记的形式分享了他
们的警察故事，并带领80余名
新警进行入警宣誓。

（杨小江）

“天鸽”逆风救援
故事感人肺腑
交警郑正荣获“初心·使命”

我的警察故事主题讲述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