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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挂牌出让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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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6621、25387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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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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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交易序号: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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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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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3 /
珠 自 然 资 储
2020-16

备 注

宗地
位置

三台石路东侧、香
山湖公园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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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于77118.81平方米。
4.竞得人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下称《合同》）签订前向出让人提交与香洲区政府签订的《珠自然资储2020-16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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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洲区政府提出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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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因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拍卖或者变卖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涉及受让人资格条件限制的，次受让人应当符合《监管协议》及相关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次受让人用以经营的产业必须符合相关的产业政策。
6.竞得人须在上述地块建设国际五星级标准并与香山湖公园形成整体性的花园式酒店。
7.上述地块及地块所建建筑物，自不动产权证首次出具之日起10年内不得转让。
8.上述地块所建酒店须具备举办国内外大型工作会议的有关会务及接待活动所需的软件和硬件设施，用地中可设置适量的适建性及商业配套服务功能。
9.竞得人须在上述地块内引进至少一家由香洲区政府认定的世界知名度假品牌酒店管理集团(具体为：四季（Four Seasons）、嘉佩乐（Capella）、文华东方（Mandarin Oriental）、华尔道夫（Waldorf）、半岛（The
Peninsula Hotels）、钓鱼台（DIAO YU TAI）、朗廷（Langham）、柏悦（Park Hyatt）等品牌)，并在签订《合同》之日起180日内,与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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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
10.竞得人须在上述用地成交之日起30日内完成项目建筑规划方案并获得香洲区人民政府的批准。
11.竞得人须清晰了解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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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调整一切事项。
12.竞得人须承诺该用地项目竣工后一年内总投资额不低于人民币14.5亿元（不含土地出让价款），自项目竣工后第12个月进行考核。
13.竞得人须承诺自项目竣工之日起2年内累计缴纳税费总额不低于2亿元。
14.竞得人在项目建成开业后未按上述第9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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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须于发出整改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香洲区政府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亿元。
15.项目竣工后一年内，竞得人未能完成上述第12条约定的投资总额的，竞得人须向香洲区政府缴纳地价款3%的违约金。
16.自项目竣工之日起2年内，若竞得人未能完成上述第13条约定的纳税总额的，竞得人须向香洲区政府支付违约金，金额为纳税总额与实际纳税额的差额。
17.上述地块涉及使用林地面积约为71383平方米，若竞得人需要采伐用地上的林木资源，需依法向市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并自行承担采伐费用。
18.上述地块地动工期限为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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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m2）

76824.99

规划
土地用途

旅馆业

出让
年限

40年

容积率

≤约1.0

建筑
密度

建筑覆盖率≤5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米）

做方案报审

起始价
（万元）

人民币
38500

增价幅度
（万元/次）

人民币
400

竞买
保证金（万元）

人民币
19250

□武海义

北京新发地市场疫情突发，人流密集的
农贸市场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为有效防控疫
情，做到有备无患，近日，斗门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开展一场农贸市场疫情处置联

合应急演练的“桌面推演”。斗门区委政法
委、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斗
门公安分局等9个单位参加联合推演，33家农
贸市场负责人以及有关单位现场观摩。（《珠
江晚报》6月29日04版）

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发，
再次警示我们，疫情防控具有复杂性、艰巨
性，任何一蹴而就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必
须做好常态化防控的思想准备。斗门区以农
贸市场疫情防控为抓手，开展“桌面推演”，提
升应急处置能力，其做法十分必要。面对疫
情防控的严峻形势，相关工作必须细些再细
些，严些再严些。

农贸市场是城市烟火气最浓的地方，关
系着千家万户。但从疫情传播规律看，农贸
市场又是最适合病毒传播的场所之一，国内
外疫情传播史都表明，农贸市场是容易滋生
疫情并导致疫情扩散的高风险之地，理应作
为疫情防控的切入点进行重点防控。从客观
上看，农贸市场空间紧凑，人员密集且接触频
繁，客商南来北往活动面大，各种畜禽食品来
源复杂，容易携带或滋生病毒病菌，一旦引发
新的聚集性疫情，后果不堪设想。

笔者认为，做实做细农贸市场疫情防控
工作，除斗门区“桌面推演”演练做法外，为细
化和深化我市疫情防控管理，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工作中，应全面加强野生动物、活禽交易
管理，严禁野生动物和活禽交易及宰杀；督促
市场主办方严格落实消杀灭源等防控措施，
每日对经营场所、摊位进行全面消毒；持续加
强出入监管，在市场入口处设立查验点，并按
要求对入场人员健康码、佩戴口罩等情况进
行查验；严格落实体温检测、扫码登记信息，
入场人员必须经测温、登记信息后方可进入
市场；督促市场主办方做好休市后的卫生清
理工作，特别是厕所、垃圾箱等重点部位要加
大保洁力度，确保市场环境安全卫生。

疫情防控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
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有部分市民出现松
懈情绪，许多具体防护措施，比如公共场合
戴口罩等在执行上不那么规范了，警觉性也
不那么高了。“松一松功亏一篑，歇一歇前功
尽弃”。每一分大意，都是潜在的感染点，也
是必须堵上的风险点。虽然时至盛夏，天气
炎热，但广大市民还是要坚持戴口罩、勤洗
手，不扎堆、不聚集，特别是进入农贸市场，
更要严格遵守防控要求，保持合理社交距
离，积极配合市场检测。总之，只有严格落
实落细防控措施，才能让病毒没有丝毫可乘
之机、反扑之机，城市才会安全无虞。

近日，四川绵阳，一男子
站在路边等车，他身前的路面
上有一滩积水。这时，一辆白
色SUV驶过，溅起积水，让路
边的男子湿了一身。男子意
图找肇事司机理论，但肇事车
驾驶人却并不予理会。随后，
男子向交警部门举报。查看
监控后，交警部门认为，肇事
车驾驶人行为违法！司机被
罚 200元（6月 26日央视新
闻）。

随着我国南方进入雨季，
许多地方常常是水漫“金山”、
洼处如池。即便高处，也是水
流湍急、积水难排。每每这种
情况，也是考验驾驶员素质的
时刻。有的驾驶员心中有爱，
但凡见有行人或骑行者，便把
速度放慢，以防水花溅湿他人
衣衫。有的驾驶员为了刺激，
在积水中快速行进，溅起的水
幕泼向两边，行者骑者避之不
及，水劫难逃。四川绵阳这名
驾驶员就属于后者。也许他觉
得水花四溅颇有越野的意境，
但没有想到这种做派是多么让
人怒火中烧。

该驾驶员碾压积水溅湿
路人后，对受害者的指责既不
道歉更不认错，因而引起受害
者强烈不满，在向交警部门举
报后，该驾驶员被处以200元

的处罚。交通运输部根据《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教学大纲》编著的

《安全驾驶从这里开始》特别指
出，“驾驶机动车行经两侧有行
人的积水路面时，要低速缓慢通
过，不得保持正常车速或加速通
过，以免溅起的泥水波及在路边
正常行走的行人。”因此，绝大多
数驾驶员在雨天经过路面积水
时，都会选择降低车速，这样既
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确保自己

的行车安全。
每个人的文明修养，都体现

所在城市的文明程度，凸显个人
的公德意识。驾驶员作为城市的
一分子，也应该依附于全社会共
同生活环境。只有让公共意识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使自己成
为一个有教养、懂规矩、守纪律的
现代人。

点评：高 飞
漫画：赵耀中

新华时评

把疫情防控工作
做得细些再细些

用善举点燃希望
用行动播撒阳光

□徐剑锋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收官之年，也是“广东扶贫
济困日”活动 10 周年。记者 6 月
28 日从香洲区获悉，该区积极响
应 号 召 ，并 于 当 天 举 行 香 洲 区
2020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启动仪
式。在启动仪式现场，爱心企业
代表积极捐款，现场认捐 520 万
元，香洲区累计认捐超过 1000 万
元 。（《珠江晚报》6 月 29 日 02
版）

珠海是一座温暖之城、大爱之
城，“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
德已经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每年的“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就是
最好的例证之一。2010年以来，我
市已成功举办10届“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帮助数以万计的贫困群众
走出困境，有力推动了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事业。

在“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中，
一大批企业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纷纷慷慨解囊，持续捐资扶贫，成为
一道帮困解难最亮丽的风景线。客
观而言，企业家占据较多的财富和社
会资源，可以更宽领域、更大范围地
帮助他人。但扶贫济困需“富人之
力”更靠“人人之力”，爱心无论大
小，善举不分先后，积极参与“扶贫济
困日”活动责无旁贷。只要每个人用
善举点燃希望，用行动播撒阳光，尽
己所能，奉献爱心，就能助力贫困群
众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距离
2020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只有半年时间了，越到最
后时刻越要响鼓重锤。这就需要动员
上上下下的力量、整合方方面面的资
源，把发展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把脱
贫基础打得再牢固一点，既扶志更扶
智，既“输血”更“造血”，既“授人以鱼”
更“授之以渔”，通过健全多元化扶贫
模式、完善一体化扶贫机制，让实实在
在的脱贫成效赢得群众认可、经得起
历史检验。

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切实肩
负“着力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
实现共同富裕”的初心和使命，沿着
精准扶贫的路子，最广泛地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凝心聚力，群策群力，
贫困人口年内如期脱贫就能成为美
好现实。

据世界卫生组织 29 日公布
的官方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病例
数已突破1000万，死亡病例接近
50 万。确诊病例数过千万是个
标志性节点，表明全球范围内新
冠疫情并未缓解，而是呈加速蔓
延趋势，各国对此切不可松懈大
意。

6 月以来，全球单日新增确

诊病例数多次刷新最高纪录，仅
28 日一天就新增 189077 例。世
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强调，
在疫情暴发的最初两个月中，共
确诊约8.5万个病例，但是在过去
两个月里确诊病例数高达 600
万。因此，世卫组织多次警告称，
各国要加强而不是放松疫情管
控。

更严峻的是，西欧、中欧等一
些此前已基本控制住疫情的地区
随着管控措施的逐步放松，出现
了疫情反弹风险。比如，德国一
家肉联厂近日发生聚集性感染事

件，瑞士疫情明显反弹。世卫组
织表示，欧洲疫情反复的可能性
极高。防控疫情如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

在全球感染人数不断攀升
的当下，没有一个国家具有“免
疫力”。即便是此前成功控制
疫情的国家，也面临疫情输入
的冲击，管控措施仍需维持力
度 。 各 地 区 疫 情 发 展 阶 段 不
同，但面临的风险相似，无症状
感染者成为共同难题，各国都
有必要为防范疫情进一步蔓延
做好各种预案。

全球已有近 50 万人因新冠疫
情死亡。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
活生生的生命，每位患者的逝去都
令人悲痛。重视疫情管控就是尊重
生命、尊重人权。联合国、世卫组织
等国际组织多次强调，要有效控制
疫情，需要各国扎扎实实地做好病
例发现、追踪、检测、隔离、治疗等每
一个环节。在没有特效药的当下，
切断传染链是管控疫情的有效手
段。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团结
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疫
情下，全球科学家正以前所未有的

规模和方式展开合作，共享基因序列
等研究成果，许多国家的疫苗研发正
在取得进展。世卫组织带头开展“团
结实验”，与其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发
起名为“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
器”的国际合作倡议，以加速新冠肺
炎相关疫苗、诊断工具和治疗工具的
研发、生产和公平分配。这些，都为
人类最终战胜新冠疫情打下坚实基
础。

只要各国携起手来，采取科学防
控手段，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
能够彻底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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