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叶维佳 美编：于仁智 校对：罗娜 组版：陈晓明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03 综合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交易序号:20072）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市政府批准，珠海市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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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储20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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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有独资企业法人或其他国有独资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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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准入条件由珠海市香洲区政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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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4日9时

至2020年7月28日12时登录交易中心网站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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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0日9时至2020年7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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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28日17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20年7月20日9时。

截止时间：2020年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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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8130、2538738、2686621（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

厦B座二楼）；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0756）3268665、3268635（地址：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中2002号）；

珠海市香洲区政府咨询及查勘联系人（电话）：李小姐（0756）2517866。

十二、网址：
自然资源局网址：http://zrzyj.zhuhai.gov.cn

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6月29日

交易序号/宗地编号

20072/

珠自然资储2020-17

备 注

1.上述地块为闭合红线单宗土地，以现状（净地）供地。

2.外地企业或组织竞得的，必须在本市注册成立其持有100%股权（全资）的单项开发公司。

3.上述地块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145000平方米（其中体育场馆建筑面积为46500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为28600平方米，商务建筑面积为50000平方米（包含体育中心办公用房2300平方米），旅馆业建筑面积为

19900平方米）。

4.竞得人需按照公布的方案实施建设。并且确保上述配套建设设施（全民健身综合训练馆计容建筑面积不低于46500平方米，涵盖25个体育服务项目，配建地下室不低于13377平方米），建设投资总费用(含装修费

用、设施设备费)不低于39600万元。市体育中心办公用房，计容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建设投资总费用不低于1380万元（其中装修及设施设备费不低于345万元）。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机

构对投资进行监督，费用由竞得人承担。规划功能、建筑设计、装修标准、材料选用、设备选型及特有功能定位需经过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的认可和监管。

5.根据市政府项目用地功能规划，地块用地性质包含旅馆业用地，项目内的酒店建筑必须按照不低于国家标准《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五星级标准进行设计、建设。

6.竞得人须在用地摘牌之日起30天(日历天)内完成项目建筑规划方案并获得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7.项目地块中配套建设的全民健身综合训练馆和市体育中心办公用房须在用地摘牌之日起32个月内完工，项目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无偿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完成移交工作，产权归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8.竞得人若未能完成上述第6项约定，经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确认后，将处以壹亿元人民币罚款；竞得人若未能完成上述第7项约定，经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确认后，将处以壹亿元人民币罚款。相应处罚由建设主

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9.竞得人须在宗地内引进至少一家由香洲区政府认定的世界知名品牌酒店管理集团(具体为：万怡（Courtyard）、福朋喜来登（Four Points）、艾美（Le Meridien)、英迪格（Hotel Indigo）、假日（Holiday INN）、凯悦

尚萃（Hyatt Centric）、凯悦嘉轩(Hyatt Place）、诺富特(Novotel）品牌的其中一家)，并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下称《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与以上品牌管理公司签订由其进驻经营的入驻意向文件，

并在约定期限内向香洲区政府提交有关资料，且通过该区的核准，同时按照审核通过的酒店品牌进行建设运营，品牌管理期限不低于10年。

10.该用地范围内商业、旅馆业用地及用地所建建筑物不得转让；商务办公计容建筑面积的30%不得转让。

11.竞得人在项目建成开业后未按上述第9点约定的品牌主体经营酒店的，香洲区政府有权要求停业整改，竞得人须于整改通知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香洲区政府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壹亿元。

12.上述地块的动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竣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截止之日起三年内。

13.竞得人须清晰了解出让地块周边规划现状及地块所处区域规划发展动态，并无条件接受地块以外规划调整一切事项。

14.上述地块位于健民路东侧、体育中心用地西北角（即梅华西路与健民路交叉口东南侧）。

15.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
位置

健民路东侧、体育

中心用地西北角

宗地面积（m2）

25173.85

规划
土地用途

体 育 场 馆 + 商

业+商务+旅馆

业

出让
年限

体育场馆50年、

商业40年、商务

40 年、旅馆 40

年

容积率

≤约5.8

建筑
密度

一级建筑覆盖率

≤50%，二级建

筑覆盖率≤35%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m）

100

起始价
（万元）

人民币

27900

增价幅度（万元/次）

人民币280

竞买
保证金（万元）

人民币

13950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29日
上午，横琴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暨横琴新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在
横琴创意谷揭牌启用。

据介绍，该产业园坐落于横琴
创意谷中心位置，面积约3700平方
米，是珠海首个深耕人力资源服务
领域的专业园区，由横琴新区管委
会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模式，
重点打造“3平台+N基地”服务支撑
体系，即“人才公共政务服务、人才
市场专业服务、高层次人才贴心服
务”三大平台+“人才交流、培训、实
习”等系列基地建设，形成良好的人
力资源服务生态，满足企业多样化
的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为横琴开发
建设和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开园当天，产业园就吸纳了珠
海市横琴新区英才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珠海市南方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三江人力
资源综合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珠海
中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4家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率先入驻并签约，
经营业务涵盖人才招聘、人才培训、
人才测评、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外
包、人力资源咨询、高层次人才服
务、劳务输入等全链条、全方位的人
力资源服务。

“通过聚集专业资源与优质机
构，为企业和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
帮助横琴企业解决‘招人才、留人才’
的难题，深化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
验区和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建

设，助力横琴加速集聚天下英才，促进
琴澳两地协同发展。”横琴新区党委副
书记李伟辉说。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业园由国内
领先的空间产品打造运营商——
BEEPLUS（蜜蜂科技）提供整体化解
决方案，内设自助业务办理区、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企业咨询区、专业服务
区、内部办公区5大区域，其精心打造

的温馨氛围及绿植覆盖的公园式布
局，也有别于以往的政务服务中心，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当天下午，由横琴新区管委会
党群工作部主办，珠海大横琴发展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横琴新区英
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

“横琴新区第26期英才交流会”在产
业园成功举办。本期横琴英才交流

会汇集了国企、优秀民企、高新技术
企业等共24家企业报名参会，交流
会现场提供各类工作岗位200余个。

“在这里既能与招聘方直接沟
通，又能获得专业人力资源机构的
服务，还能够直接办理就业相关的
政务事项，一站式服务解决了我们
的各类需求。”参加活动的求职者为
产业园“点赞”。

横琴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开园
加速集聚天下英才 促进琴澳协同发展

本报讯 记者马涛 通讯员刘
璐 郑俏报道：近日，2019年度广东
省法院扫黑除恶“十佳”司法建议评
选结果出炉，香洲区人民法院发出
的《关于净化旅游市场生态环境的
司法建议》入选，受到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通报表彰。

据了解，香洲法院在审理恶势
力犯罪集团李佑民等19人强迫交
易一案的过程中发现，珠海市存在
个别旅行社、导游与商家串通，以

“低价团”“免费团”的名义吸引游
客，实际上将游客带至商场使用言
语威胁、关闭房门等“软暴力”强迫
游客购物消费的现象，对我市文明
城市、旅游城市的形象造成严重的
负面影响。对此，香洲法院依法向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出司
法建议书，建议加强对旅游行业的
监管，督促旅行社负责人加强法律
知识学习，改革和创新导游管理体
制，加强宣传增强群众防范意识。

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针
对香洲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书面回
复称，针对《司法建议》中所提及的

旅游购物商场已经全部关停并彻底
斩断港澳游回程团在珠海旅游的购
物链条，该局将认真做好文化和旅
游市场整治行动，打击“不合理低价
游”，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改革
和创新导游管理体制，积极开展旅
游消费公益宣传活动。

据悉，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以来，香洲法院坚持“标本兼治”，
积极探索惩戒黑恶势力犯罪与平安
综合建设结合的机制。在审理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过程中，香洲法院坚
持对涉黑恶案件的犯罪成因、性质、
手段、后果进行详细分析研判，既注
重对个案中反映的具体问题提出司
法建议，也深入查找具有关联性、相
似性的行业监管问题，提出类案司
法建议并及时向相关单位通报，切
实增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针对
性、实效性，从源头防范黑恶势力犯
罪。通过及时有效提出司法建议，
香洲法院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良性互
动，积极延伸审判职能在法治引领
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推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2019年度全省法院扫黑除恶“十佳”司法建议出炉

香洲区人民法院司法建议入选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6月
28日，我市第31例、全省第897例、
全国第982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汤铭锋，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
医院成功完成捐献，成为珠海市最
年轻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29日
下午，市红十字会在办公楼院内为
他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感谢他
挽救生命的善行。

今年20岁的汤铭锋是吉林大学

珠海学院一名大三学生。他告诉记者，
自己从小就想去献血，2018年参加献
血的同时，留了一份血样加入中华骨髓
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去
年11月底，汤铭锋接到中华骨髓库广
东省分库珠海工作站工作人员的电话，
告知他与一名11岁血液病患者初步配
型成功，问其是否愿意继续捐献。与家
人商量后，汤铭锋决定继续捐献。

同年12月底，汤铭锋接到高分辨

配型检测的通知，他在血站采了10
毫升血样寄送到高分辨实验室。今
年5月初，他接到体检待捐献的通
知。6月28日，他完成了捐献。

“很多人对造血干细胞捐献有
误解、会恐惧。我想通过自己的行
为传达给身边的人，捐献造血干细
胞并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希望能
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来，奉献爱心。”汤铭锋微笑着说道。

据介绍，我市第32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已确定好捐献日期，
已于2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
战区总医院办理入院，为30日的捐
献做准备。据统计，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广东省分库珠海工作站
（市红十字会）已经连续12年获得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广东省分
库颁发的“优秀工作站”称号，累计
有效入库人数达5913人。

我市第3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完成捐献

“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奉献爱心”

6月29日，横琴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在横琴创意谷揭牌启用。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广东
省2019年度地级以上市质量工作
考核结果日前公布，我市获评为A
级，名列全省第三。我市坚持以“质
量发展总体水平走在全省前列”为
目标，扎实推进质量工作开展。在
全省历次质量工作考核中，珠海保
持A级的好成绩。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市坚持
质量第一理念，全面加强质量监管，
深化质量领域改革，大力开展质量
提升行动，扎实推进质量强省建设，
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
市将实施质量强市战略作为珠海打
造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范的有
力支撑，印发了《珠海市开展质量提
升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产品、工
程、服务和环境质量全面提高”“产
业发展质量显著提升”“区域质量水
平整体跃升”“质量基础设施更加完
善”工作任务，提出量化指标23项，
细化工作措施25条。

我市加大力度推进质量强市战

略实施，以政府质量奖为牵引，注重
培育辅导，强化梯队建设，大力推行
国际先进的质量管理模式，帮扶企
业从“做大”到“做强”、从优秀迈向
卓越。截至目前，全市100多家优
秀企业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1
家企业获中国质量奖，8家企业获
省政府质量奖，10家企业获市长质
量奖。此外，我市加强技术支撑，不
断夯实质量基础。其中，持续推进
质量基础设施（NQI）建设，围绕办
公自动化耗材、海洋工程装备、新能
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已建
成或在建国家产品质检中心3个，
省级授权质检机构6个；省级海洋
工程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获批建
设；1.2万平方米新药品检验场所正
式启用。我市正全力创建标准国际
化创新型城市，珠海企业主导参与
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828项，
实现制定IEC国际标准零突破。全
力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每万
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81.05件，连
续8年位居全省第二。

我市质量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每万人专利拥有量稳居省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