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金湾）
（交易序号：1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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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金工2018-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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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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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买人公司注册资本金不少于人民币4500万元
（或等值外币），且今后投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环保产
业政策的有关规定及《广东省优先发展产业目录》第二
十六项30小项“新型节能环保家用电器和关键零部件生
产和技术开发”范围。

上述准入条件由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灶科
技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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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8日
9时至2019年2月20日12时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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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
日9时至2019年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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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买保证金到账后方可报价。保证金交纳的截止时间
为：2019年2月20日17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19年2月1日9时。
截止时间：2019年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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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8700（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
国际科技大厦B座二楼）；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金湾分局：（0756）7774008（地
址：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广安路68号）；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灶科技工业园管理委
员会咨询及查勘联系人（电话）：洪亮才（0756）
623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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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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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地块“净地”出让，按现状交地，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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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块建筑功能以厂房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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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不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1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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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珠海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三灶科技工业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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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竞得人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签订前向出让人提交与金湾区人民政
府签订的《金湾区三灶镇大门路东侧、定湾二路南侧70000.12平方米工业用地地块项目监管协议》（下称
《监管协议》）。如竞得人未能在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向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灶
科技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提出签订《监管协议》申请，导致《监管协议》未能在《合同》约定签订之日前完成签
订工作的，则由出让人无偿收回土地，竞得人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5.上述地块动工期限为自交付土地之日起12个月内，竣工期限为自交付土地之日起48个月内。
6.竞得人在办理本地块的建设工程规划报建时需另行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
7.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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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重大行
政决策听证工作的若干意见》（珠府〔2015〕6号）等规定，
我局定于2019年2月13日15时就《珠海市地价管理规
定》修订有关工作举行听证会，直接听取社会各方意见。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有关单位报名参加。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听证事项
本次听证主要围绕《珠海市地价管理规定》（修订征

求意见稿）相关内容进行。
二、听证会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9年2月13日（星期三）15时
地点：珠海市国土资源局1号楼一楼会议室
三、听证参加人类别及名额
（一）市民，4人（市民自行报名）
（二）土地房地产评估机构，4人（机构自行报名）
（三）用地企业，4人（企业自行报名）
（四）行业协会，1人（邀请珠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1人）
（五）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2人（邀请市人大、市政

协各1人）
（六）民主党派代表，1人（邀请民主党派代表1人）
（七）相关政府部门，4人（邀请相关政府部门各1人）
四、听证参加人报名条件
1.年龄在18周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
3.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和议事能力，对听

证事项有较为明确意见或建议；
4.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公正、理性陈述意见和

建议；

5.能依时出席听证会，遵守听证会纪律和注意事项；
6.同意公开必要的个人信息（听证参加人名单将在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网站公布）。
五、报名办法
从2019年1月11日起接受听证参加人报名。报名

可采用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报名时需填写《听证会
听证参加人报名表》，并请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以
单位名义参加的，还需加盖单位公章。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月31日17时。
六、听证参加人确定方式
报名截止后，按照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原则确定听证

参加人名单，及时通知听证参加人并通过市国土资源局
局网站公布。

如报名人数较多，难以确定听证参加人的，将按照听
证参加人类别及名额通过公开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最终
的参加人员。未能参加听证会的报名人员可以采取书面
形式提交有关意见和建议。

申请报名人员不足时，由市国土资源局委托相关单
位推荐产生。

七、报名方式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联系人：李相洵
联系电话：3268076
传真：3268076
电子邮箱：504365489@qq.com
联系地址：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中2002号珠海市国

土资源局1号楼313室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1月11日

关于举行《珠海市地价管理规定》
修订听证会的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4号），现将珠海市香海大桥支线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情况公示如下：

香海大桥支线工程位于中山市坦洲镇和珠海
市香洲区境内，北起西部沿海高速公路，终点接香
海大桥造贝立交，线路总长约9.804km（其中：利用
原金琴高速段3.773km，新建段为坦洲枢纽互通至
梅华互通段，长6.031km），具体见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全文。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网络链接：http://www.zhjtjt.com/（进入珠
海交通集团官网后，点击工程建设后再点击项目公示）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珠海香海大桥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先生 联系电话：0756-8595539
传真：0756-8930001
电子邮件：1219117529@qq.com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南湾北路1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规划范围及周边

地区的相关单位或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

zhjtjt.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对本规划及环境影响报告书有宝贵意见

或建议，请在10个工作日通过邮件、电话、传真、信
函等方式向规划编制单位反馈公众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1月
11日至2019年1月24日（10个工作日内）。

珠海香海大桥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海大桥支线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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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翟某把刚保养好的众
泰小车借给同事开，却被同事
坑惨了，交警直接扣了他的车。

去年12月26日上午10时，
翟某和同事毕某来到界涌4S店
取车，翟某的云D8××64号众
泰小车刚做完保养。毕某过段时
间也要买车了，一见到车就心痒
痒。于是他请求翟某让他开一段
路，感受一下车子的性能，买车的
时候好做个对比。翟某也没多
想，大方地把车交给毕某开，自己
坐在了副驾驶。毕某驾驶众泰小
车沿105国道北往南方向行驶，
到了界涌路口时，因违规掉头被

香洲交警拦了下来。
交警示意毕某出示证件接受

检查，毕某支支吾吾地说驾驶证
忘带了。交警将毕某的身份证号
输入系统，发现毕某根本没有驾
驶证！毕某看到事情败露，只好
从实招来。

原来，毕某才考完科目一，还
没拿到驾驶证。看到翟某经常开
着众泰小车，他一直很羡慕，正好
有此机会能试驾一下，他也就没
有和翟某提自己没驾驶证的事。

由于毕某无证驾驶机动
车，被处以行政拘留 14 天、罚
款 1500 元的处罚；按规定，翟
某将车辆交给未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的人驾驶，也将被处以罚
款1500元、吊销驾驶证的处罚。
翟某的众泰小车被香洲交警依法
拖移。 （杨小江）

都是借车惹的祸 上月，我市小林实验小学代
表队赴上海参加国际教育机器
人比赛，与来自全球5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10000余名教育机
器人领域的“高手”，展开了角逐，
斩获一等奖殊荣。

据了解，WER是针对全球3-
18岁少年儿童的国际性教育机
器人比赛。由世界教育机器人学
会主办，WER2018世界锦标赛
组委会和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承办。来自美国、英国、墨西
哥、加拿大、克罗地亚等全球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余名

教育机器人领域的“高手”，在此
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角逐。
珠海市金湾区小林实验小学代
表队不负重托，在比赛中斩获一
等奖殊荣。

去年12月14日，小林实验
小学代表队成员杨鑫海、魏佳
林同学在李桂娟和周翠玲老
师的带领下到达上海参赛。
据指导老师周翠玲介绍，比赛
当天两名小选手杨鑫海和魏
佳林同学发挥出平时的实力，
以沉着稳定的心态在小学组中
名列第一。 （周翠玲）

世界教育机器人（WER）2018世界锦标赛

小林实验小学代表队获一等奖

从教26年，回首来路，北京
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教
师高春梅，从普通教师到班主任、
从备课组长到教研组长，无论在
什么岗位上，从未离开教学第一
线，尤其专注于高中英语教学改
革与实践。“勤于笔耕，扎根教学
一线，潜心教育科研，这是我人生
最大的乐趣，也是我对教育事业
忠诚的坚守。”她笑着说。

扎根教学一线

“作为一个老师，当学生需要
你帮助的时候，才能体现你的生
命价值。”任教26年，担任班主任
17年，她尊重每一个学生，对他
们付之以爱，贴近他们的内心。
无论走到哪里，她和每一届学生
都保持着联系。

任教以来，高春梅逐渐摸索
出一套有特色的教学技巧。无论
在什么岗位上，从未离开教学第
一线，始终坚守初心，积极主动投

身课堂。提出“形意英语”的教育
思想，形成“温以润之，意生至达”
的教学风格，强调课堂教学的生
成、学生思维的生长和中外文化
的生机，大力倡导关注学生一生
发展的课程理念。

今年，高春梅获得广东省特
级教师的荣誉，并主持、参与9项
省、市级课题的研讨。

潜心教育科研

潜心教育科研，这是高春梅
的人生乐趣。在教育科研的进程
中，她始终以当一名研究型的教

师为人生追求。
到目前为止，她的论文课

题屡创佳绩。她出版了个人专
著2部、校本教材1部，主编或
参与编写教案4本、学生辅导
用书5本。共有教育教学论文
40多篇，分别在全国、省级、市
级教育刊物上发表或在各级各
类评比中获奖。

《学记》有云：善歌者，使人
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
志。高春梅不仅乐于帮助青年
教师，还积极参加支教、送课下
乡等活动，通过示范课、专题讲

座、网络交流等多种形式向云南
少数民族地区、粤西北偏远乡村
的同行传递经验和做法，促进各
地青年骨干教师的发展。

她说她最骄傲的事情，就
是看到学生和青年教师在自己
的帮助下得到成长和进步。华
南师范大学实习生李梓惠觉得，
在实习中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
了高春梅这么优秀的老师，“从
前我总是害怕自己当老师之后
会被生活消磨了激情，自从遇到
高老师后我明白今后怎样当老
师，左手良心，右手责任”。

扎根教学一线，潜心教育科研

高春梅的人生乐趣

文/记者 高松 见习记者 王晓君
图/由受访者提供

高春梅，中共党员，现
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附属高级中学，英语教
研组长，大学本科学历，教
育硕士研究生。特级教
师、2018年12月通过广东
省正高级教师评选、广东
省新一轮百千万高中名教
师培养对象、广东省中小
学骨干教师、珠海市名教
师、珠海市一师一优课评
审专家。

据新华社长沙 1月 10
日电 三点半放学后，孩子
去哪儿？这是困扰许多

“上班族”家长的难题。为
了求解这一难题，支持各地
推进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
规范收费行为，湖南省《关
于中小学课后服务收费有
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于日前公布，面向全社会征
求意见建议。

通知明确，湖南省各城
市（不包括县城、镇）公办小
学和初中开展课后服务，可
以向自愿参加并签订课后服
务协议的学生家长适当收取
服务费用。具体收费标准由
各市州根据各地实际，在每
生每课时不超过5元的标准

范围内（一天最多按 2 课时收
费），根据提供课后服务的具体
内容，按照质价相符的原则制
定试行标准。课后服务收费原
则上以一学期为周期，多退少
补。对低保户家庭的学生实行
免费。

同时，课后服务必须坚持
家长自愿原则，严禁学校以课
后服务名义乱收费。

湖南求解“三点半放学难题”
向社会征集意见

教师风采

生活，就是由许多小事构成
的，这些小事，让每个人的心中充
满了爱。

爱的意思很广，你喜欢一只
猫咪，这是一种爱；考试没考好，
同学过来安慰你，那是同学对你
的爱；你帮家人干活时，家人微笑
地看着你，更是一种爱。不只是
父爱、母爱或爱情，你看一个东西
觉得顺眼，你跟一个人交流觉得
舒服，甚至是你为什么事生气时，
都是因为爱。爱无处不在，它不
论语言、地域、国界、物种，它是跟
另一个生命交往的最好方式。这
时，你肯定会发现，你的生活充满
了爱。人，就是因为爱才存在于
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想感受爱，可以试试
把受伤的同学扶到医务室，亲
手为朋友做个礼物，帮老师沏
杯茶……随便做些什么，只要你
做的事是好事，而且是诚心诚意
去做的, 那么你和接受这份爱意
的人，或是旁观的人，就都能感受
到这份爱。

无论是什么，都能感受到爱，
就连豌豆也能感受到我们对它的

爱。一天，我得到了一颗豌豆，
它刚到我手里时就像粒小石
子，灰扑扑的，我以为它没有生
命。但才埋在土里没几天，它
就变成小音符冒了出来。我的
房间很乱，是一个灰色的世
界。它的出现，就像寒冬中的
春之赞歌，赋予了那小房间生
命的绿。

有一次，我甚至感觉到春天
要离开了，那都是我的错，忘记
给它浇水了。它所有的叶子都
蔫着，好像许多破抹布挂在绳子
上，我当时吓坏了，连忙给它浇
了水，又把发黄的叶子剪掉。但
是整个晚上，它都是这个样子，
真担心它就要死了。第二天早
上，我一起床就冲过去看它，还
好，叶片已经舒展开来。它在微
风中轻轻摆动着，叶片在太阳的
照射下发着金光，好像在跟我说，
没事了。就一小杯水，让它活了
过来。我的爱就像水，在不停地
让它生长。

如果你的爱在滋润别人，那
你总有一天会发现，别人的爱也
在滋润你。我那可爱的小豌豆就
帮助了我，它为我的房间增加了
不少生机。

香洲区第十小学五年级四班
黄一丹

指导老师 周 微

用爱填满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