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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建设珠海市斗门区2020年度第十一批次（增减
挂钩）城镇建设用地项目的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珠海
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
海市土地征收补偿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珠海市人民
政府关于委托组织实施征收土地工作的规定》《斗门区
土地征收管理实施办法（暂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
就上述建设项目发布征地预公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珠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对珠海市斗门区2020年
度第十一批次（增减挂钩）城镇建设用地项目用地范围
内涉及的土地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进行现场调查、丈量
确认。

二、珠海市斗门区2020年度第十一批次（增减挂
钩）城镇建设用地项目涉及集体土地面积5849.27平方
米（其中农用地4227.37平方米，建设用地1621.9平方
米），征地范围详见附图和现场界桩。

三、征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一）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暂按广

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
（2016年修订调整）的通知》规定的标准执行，待珠海市区
片综合地价标准公布后，按新的补偿标准落实补偿差额。

（二）地上青苗及附着物（含临时设施）补偿标准按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

物补偿办法的通知》（珠府〔2018〕43号）规定的标准执行。
四、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的计提和发放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的计提及发放按粤府办

〔2010〕41号及珠人社〔2011〕146号文执行。
五、项目建设用地范围的各被征收用地单位、集体

经济组织或其他权利人，应当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
日内，配合莲洲镇政府办理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青苗及
附着物补偿登记手续，逾期不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莲
洲镇政府的调查结果为准。

六、公告发布之日公证部门对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
的地貌以及涉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和地
上青苗及附着物的现状进行数码实景录像和拍照，作为
计算登记补偿的依据。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一年内，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原地貌，不得再进行种植、养
殖和新建建筑物、构筑物，所进行的新栽新种、新搭建和
新添附的其他一切地上青苗及附着物等均不予补偿，所
造成的损失自行承担。

七、详细征收土地范围、位置、坐标可到以下单位查询：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征收土地办公室，地址：莲洲

镇泰来路东三路10号，联系电话：0756-2788090。
斗门区征收办，地址：斗门区白藤街道湖滨二区12号，
联系电话：0756-2789450。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20年7月27日

珠海市斗门区2020年度第十一批次
（增减挂钩）城镇建设用地项目征地预公告

东桥旧村更新项目（下称“该项目”）位于南屏镇东
桥社区，根据《珠海市城市更新项目申报审批程序指引
（试行）》（珠府〔2018〕44号）第二十三条规定，我局通过
公开抽签方式选定三家评估公司对该项目土地使用权
出让地价进行评估。

为充分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我局现对项目
应计收评估地价内容进行公示。相关业主如对公示内
容有异议或任何疑问，可以在公示期间内向珠海市香洲
区城市更新局咨询反映。现公示内容如下：

评估公司：
1、珠海仁合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广东鑫光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3、广东中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根据《珠海市城市更新项目地价计收办法》（珠府

〔2019〕60号）相关规定，该项目属旧村拆建更新项目，

经委托评估确定的该项目应收评估总地价款为3,194,
578,025元（其中：原划拔土地使用权转变为出让方式
应补地价款为 462,401,306 元；更新应收地价款 2,
732,176,719元）。

公示时间：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8月10日（10
天）；

有效反馈意见时间：公示期内；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书面意见并注明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联系地址，送至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兴业路413号5楼511室。

联系人：罗小姐
联系电话：0756-2617800

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
2020年8月1日

公 示
（香洲2020 DJ002号）

致：俞卫涛（身份证号码：32058419751113****）、
柳荣杰（身份证号码：32118319821022****）、贾志谦
（身份证号码：61012519820815****）、魏艺明（身份证
号码：61012119780510****）、杨志梁（身份证号码：
36020319640505****）、吴 俭（身 份 证 号 码 ：
36010419810718****）、高 强（身 份 证 号 码 ：
42011119770718****）、喻 俊 凯（身 份 证 号 码 ：
65900119791217****）、王 昭 奎（身 份 证 号 码 ：
31010919680619****）、王东磊/弓海贞（身份证号码：
32038219820209****/64020219860605****）、扈
东星（身份证号码：41132219840220****）、郭丽（身
份证号码：11022719811005****）、冯圣荣（身份证号
码：42222819740910****）、鲁遥（身份证号码：
61012619860930****）、王 伟 志（身 份 证 号 码 ：
42102319850307****）、丁 洋 阳（身 份 证号码 ：
32068219871028****）、聂 常 胜（身份证号码 ：
43042519820113****）、张 君 玲（身 份 证 号 码 ：
44042119780801****）、唐 文 川（身 份 证 号 码 ：
42080219740301****）、魏 辉（身 份 证 号 码 ：
61232219781029****）、陈 军 勇（身 份 证 号 码 ：
43022419831002****）、张 锐（身 份 证 号 码 ：
42900519821111****）、邹达懿/周小怡（身份证号码：
23262219741117****/61212619780113****）、黄志
平（身份证号码：11010619651209****）、程治国（身份
证号码：42012219770515****）、黄沙（身份证号码：

51112319850825****）、常 亮（身 份 证 号 码 ：
22030219850511****）

您优惠购买我公司开发的中航花园（一期）房产。
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有关约定，我
公司特向您发出回购房产通知。

1、请您在接到本回购房产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应
配合我公司进行房产回购事宜，我公司在完成房产过户
手续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您已缴纳的购房款，我公司
退还您购房款时不支付利息及您的其他损失。

2、您在接到本回购房产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不配
合我公司进行房产回购事宜或不同意我公司回购房产
的，应依照下列计算方式补交购房差价，并承担由此产
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评估费）：补交购房差价=
补交购房差价时房产的市场评估值-《合同》中约定的房
产总价金额。

3、您应于我公司发出补交房款差价和承担相关费
用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全额缴纳；您未按时支
付的，每延期一日，我公司有权要求您按每日万分之五
的标准支付滞纳金。

望您审慎对待本通知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纠
纷。因您违约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您承担，包括但不限于
律师费、诉讼费、通知送达费、公告费等。

特此通知！
珠海中航通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5日

回购房产通知函（中航花园一期）

致：裴杰群（身份证号码：23100219731024****）、
刘博闻（身份证号码：41010219890725****）、徐韫玮
（身份证号码：61011419880606****）、廖琛（身份证号
码：52250119841001****）、夏小琪（身份证号码：
41292219760104****）、何 毅（身 份 证 号 码 ：
33010619801219****）、魏 葳（身 份 证 号 码 ：
21010519851009****）、刘 瀚 吾（身 份 证 号 码 ：
61012519880318****）、李 超（身 份 证 号 码 ：
61011419881206****）、杨 忞（身 份 证 号 码 ：
34030419880109****）

您优惠购买我公司开发的中航花园（二期）房产。
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有关约定，我
公司特向您发出回购房产通知。

1、请您在接到本回购房产通知后三日内，配合我公
司进行房产回购事宜，我公司在完成房产过户手续后三
个工作日内，退还您已缴纳的购房款，我公司退还您购

房款时不支付利息及您的其他损失。
2、您在接到本回购房产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不配

合我公司进行房产回购事宜或不同意我公司回购房产
的，应按照下列计算方式补交购房差价，并承担由此产
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评估费）：补交购房差价=
房产的市场评估值-实际优惠后总价金额。

3、您在我公司发出补交房款差价和承担相关费用
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全额缴纳，若您未按期支
付的，每延期一日，我公司有权要求您按万分之五/日的
标准支付滞纳金。

望您审慎对待本通知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纠
纷。因您违约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您承担，包括但不限于
律师费、诉讼费、通知送达费、公告费等。

特此通知！
珠海中航通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5日

回购房产通知函（中航花园二期）

珠海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您贴心的掌上金融管家
掌上金融，一站式服务，自珠

海农商银行手机银行业务推出以
来，为50多万注册用户提供在线金
融、便民生活等多样化服务，并获得
广大用户尤其是农村地区用户的
喜爱与认可，用户年均交易量达70
多万笔，交易金额近100亿元。

一、转账随心，安全随行:手机
银行支持扫码转账、手机号转账、
账号转账等多种方式,配备支持手
机银行安全证书、蓝牙Key等安全
防控介质，全面保障资金交易安
全。手机银行转账交易随时在线
办理，资金快速到账，真正实现金
融服务24小时不打烊。

二、金融需求，一站服务:在为客
户提供存款、理财、大额存单、代理保
险、代理贵金属产品线上认购服务

的基础上，珠海农商银行结合市场
主体需求，面向个人投资者推出“悦
农e存”“悦农e贷—消费贷”产品，满
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投融资需求，
提供足不出户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三、便民生活，线上办理:珠海
农商银行手机银行可绑定电子社保
卡，在线享受自助查询、助农扶贫、
优惠消费等功能，便捷市民生活；线
上申请ETC业务，即开即办，邮寄
到家，出勤郊游快速通行；链接“粤
省事”小程序，提供多样化的便民政
务服务，金融利民，乐享生活无忧。

科技赋能，金融改变生活，珠
海农商银行将始终践行普惠金融，
以信息科技提质金融产品服务，致
力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高效、贴
心的金融服务。

本报讯 记者苑世敏报道：不管
是疫情当前，还是洪水肆虐，他们都
冲锋在前、奋力拼搏，守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哪里有危险，哪里
就有他们的身影；哪里有困难，哪里
遍布他们的脚步……他们是英雄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庆祝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93周年，7月31日晚，
珠海市2020年“八一”文艺进军营
慰问演出在珠海警备区大会堂开
展，用精彩演出为官兵们庆祝节日，
谱写军民团结新篇章。

随着一场令人心潮澎湃、感念
先烈的舞蹈《旗帜颂》，演出正式拉
开序幕。随后，歌曲、舞蹈、小品、粤
曲、二胡演奏……一系列军旅题材
的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还有颇具美
感与艺术感的女子群舞《晨光曲》
《丝路舞影》《年年有余》等节目为演
出增添更多趣味，为官兵们送上一
场丰盛的文艺盛宴，现场掌声雷动、
气氛热烈。

“将士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不惧强敌敢较量，为祖国
决胜疆场……”中国人民解放军
75773 部队带来的歌曲《强军战
歌》，结合舞台背景中战士们刻苦训
练的场景，展现了人民军队纪律严
明、坚韧不屈、奋勇当先的精神风
貌。珠海话剧团演员们带来的小品
表演《谁是第一》幽默中饱含温情，
刻画了可爱、可敬的战士形象，让人
笑中带泪。珠海海警局带来的男子
群舞《乘风破浪》在蓝色的海洋背景
下开演，展现了中国海警们守护国

家海上安全的飒爽英姿。
“感谢珠海市给我们准备这么好

看的节目，我们会继续为珠海履行好
职责、站岗放哨，守护好珠海，也祝愿
珠海越来越繁荣昌盛，祝愿我们军队
越来越强大。”珠海警备区干部阮雨
家说。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在新冠肺炎疫情

和洪水灾害面前，中国人民众志成
城、中国人民解放军冲锋在前，共同
面对每一次挑战，坚决战胜每一次
挑战。演出最后，一曲《中国一定
强》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心声：

“因为你因为我选择坚强、再大困难
不能挡……相信中国一定强！中国
一定强！”

活动由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

珠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处、珠海市双
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珠海演艺集团承办，珠海歌舞团、
珠海民族管弦乐团、珠海话剧团、
珠海粤剧团、珠海警备区直属分
队、珠海海警局、中国人民解放军
75773部队、武警广东省总队执勤
第二支队、中国银行珠海分行等单
位参与演出。

珠海市2020年“八一”文艺进军营慰问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又是一
年征兵季，想要参军入伍就要经过
一系列严格的体检步骤。从7月
28日起，金湾区开展为期三天的征
兵体检初检工作，302名应征青年
分批参加初检，接受部队的严格挑
选。

在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金湾
中心医院）征兵体检站，记者看到，
工作人员正认真核对应征青年的身
份信息，引导他们分批分科完成各
项体检项目。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征
兵体检标准，对每一位应征青年的
各项身体指标逐一进行检查。与往
年不同的是，结合疫情防控工作需
要，今年应征的本地青年需提供七
日内的核酸检测结果，外地大学生
需提供体检前一日的核酸检测结果
报告方可进行初检，核酸检测报告
单为初检的“通行证”。同时，征兵
体检站还实行全封闭式管理。

“我父亲曾经当过兵，小时候常
常听他讲部队的经历。所以我的军
人梦、英雄梦就从那时候开始了。如
果能顺利通过考核进入部队，我一定

好好表现。”来自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李享达提起向往
的军营生活，满眼都是憧憬和期待。

同样来自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
应届本科毕业生张亚飞告诉记者，
军营的“绿”应当是青春的底色，希
望自己能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士兵，
在部队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当
兵是一种很难得的体验，军旅生涯
是很值得尊重和欣赏的，在实现自
己价值的同时，对我以后就业或者
考研也是很有帮助的。”

据了解，今年金湾区征兵高校
由五所减少至四所，该区征兵办克
服困难，走街串户广泛宣传征兵政
策，利用高校微信群精准发动大学
毕业生，征兵工作持续向好，应征青
年报名热情不减。截至目前，共有
302人参加初检（其中高中生54人，
大学在校生 173 人，大学应届毕业
生75人）。该区征兵办将继续按照
廉洁征兵和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把
关，坚决防止征兵过程中的不正之
风，保质保量完成征兵任务，力争为
部队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军营橄榄绿是青春的底色
金湾区302名热血青年参加征兵初检

一名应征青年正在体检。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日前，香
洲区拥军慰问团走访慰问珠海警备
区等驻珠8支部队，并向广大官兵致
以亲切的慰问。对部队官兵在疫情
防控、抢险救灾、扶贫济困、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同时送去一秕杀菌空
气净化器等价值共计70余万元的慰
问品。

在香洲军地座谈会上，拥军慰问
团了解官兵关切的问题，并就随军家
属安置就业、子女入学、军地共建、联
合执法等需要军地双方协调解决事
项进行了深入探讨。军地双方要求
各部队、香洲区各部门要强化双向服
务，认真落实互办实事的”双清单”工
作机制，尽最大努力相互解决实际问
题，不断推动香洲区“双拥”工作向更
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

推动“双拥”工作迈上新台阶

香洲区慰问团
走访驻珠部队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7月
31日，珠海市税务局与吉大街道办
南山社区、海大社区、水湾社区、莲
花社区联合举行“迎八一 送税惠”
珠海税务支持社区退役军人创业交
流活动，现场为社区退役军人解读
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支持退役士兵
创业、鼓励企业吸纳退役士兵。

“当然愿意招收退役军人，一方
面人民子弟兵让人放心，另一方面，
企业还能够享受到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一举两得。”珠海市健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杨小娟告诉
记者，近两年，公司先后招聘了17
名退役军人，他们不仅工作上非常
出色，公司还享受了19万余元的税
收优惠。

推动当地退役军人创业就业，
解决退役军人后顾之忧，是事关民

生、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据珠海
市税务局法制科负责人王建敏介
绍，为了持续鼓励退役军人创业就
业，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
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的政策。除了支
持退役军人就业之外，税收政策还
鼓励退役军人自主创业。珠海税务
部门对自主创业的退役军人企业加
大政策宣传力度，建立风险提醒主
动服务机制，积极扶持退役军人自
主创业。

据了解，位于珠海市金湾区的
天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由一名
退役军人创立的，该公司专门从事
铝制品深加工，是一家高新技术企
业。疫情期间，天达科技积极响应
号召，加入到疫情防控大军，从铝制
品深加工转而生产口罩，并聘用了
不少退役军人。

金湾区税务局在对企业的辅导
中发现该企业符合雇用退役军人的
相关税收优惠条件，且在2019年其
他税种未进行抵免。为了在汇算清
缴结束前将优惠落实，税务人员马
上对该企业各税种申报表进行了逐
月、逐项梳理，最终辅导纳税人申报
相关税收政策优惠，减免税款
36750元，同时享受增值税进项留
抵退税、购入环保设备一次性抵免
税款等其他税费优惠政策33万余
元。

税收优惠政策的及时落地，有
力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我们将
进一步加强宣传辅导，做好主动服
务，推动政策及时落地，鼓励企业吸
纳退役军人就业，支持他们自主创
业，为退役军人创造一个更加优良
的就业创业环境。”王建敏表示。

税惠政策有温度 创业就业有动力
珠海税务部门为社区退役军人解读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