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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珠海市御品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7848726901，注册地
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龙霞路
245号之二。因企业管理权变
更，在管理权变更期间，本公司
决定自2020年8月1日起，公司
所有业务暂时全部停止。如有
违反公司此项决定擅自开展业
务的，侵害公司权利的，公司将
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珠海市御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日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斗门）
（交易序号：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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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工20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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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境内企业或组织，符合以下要求的（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

外），均可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或个人竞买：
1）竞买申请人或其控股子公司同时持有A类猪、牛、羊屠宰牌照，并具有

猪、牛、羊经营资质的大型屠宰企业。
2）竞买申请人或其控股子公司具有运营或管理省级认定标准化屠宰企

业经验和能力。
3）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为珠海市范围屠宰及肉类加工产业转移项目的

企业。
上述准入条件由珠海市斗门生态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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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1日9时至2020年8月31日12时登录交易中
心网站下载《挂牌文件》。

四、交易方式及竞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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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竞买申请及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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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9时至2020年8
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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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
月31日17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20年8月20日9时。

截止时间：2020年9月1日10时。
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十、咨询电话和地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756）2686621、2538700（地址：珠海市香

洲区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B座二楼）；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局咨询及查勘电话：（0756）5501590（地址：珠

海市斗门区白藤湖艺海小区4号）；
珠海市斗门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联系人：冯先生，联系电话：0756-

2783916）。
十一、网址：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网址：http://zrzyj.zhuhai.gov.cn
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7月31日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20086/
珠自然资斗工
2020-06号

备 注

宗地位置

斗门区西部沿海高
速公路南侧、乾务水
库西侧
1.上述地块以现状（净地）条件供地。
2.上述地块绿地率：20%。
3.上述地块建筑限高：≤24米。
4.上述地块建筑密度：一级建筑覆盖率≥30%。
5.上述地块建筑功能以工业为主，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15%。
6.珠海市斗门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已完成该地块范围内土地建（构）筑物、青苗附着物补偿及场地青苗清理工作。该地上有3栋建筑物（建筑总面积5275.45平方米计容纳入建筑总面积）、其它建筑设施及生产设
备，上述三个标的物符合规划建设相关要求，产权清晰，可继续使用，按已补偿的市场评估价1448.6839万元，计入土地成本，与土地一并挂牌出让，在竞得人付清成交价款后，上述建筑物归竞得人所有。
7.上述地块支付出让金期限：受让人地价款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下称《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8.上述地块动工期限:交付建设用地之日起12个月内。竣工时期:自《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截止之日起24个月内。
9.上述地块设立的企业环保要求按珠海市生态环境局斗门分局出具的《关于征询斗门镇水母顶肉类加工屠宰项目建设生产环保意见的函的复函》意见执行。
10.竞得人须在《合同》签订前向出让人提交与珠海市斗门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的《珠自然资斗工2020-06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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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珠海市斗门生态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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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确认书》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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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退回。
11.竞得人因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拍卖或者转让全部或部分用地及地上所建建筑物的，涉及受让人资格条件限制的，次受让人应当符合《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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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须与珠海市斗门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重新签订《监管协议》，按照受让建筑面积比例履行《合同》及《监管协议》相关约定及承担违约责任。
12.竞得人所属行业及今后投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环保产业政策的有关规定及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的产业规划要求。
13.竞得人竞得地块后，于30个工作日内在斗门区注册持有100％股权独立法人资格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不少于10000万元人民币，出让人与在斗门区新设立的公司重新签订《变更合同》。土地使用权变更至新公
司名下，是否视为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的风险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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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42704.61

规划
土地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2

准入产业类别

农副食品加工业（屠
宰及肉类加工），非
限制和禁止类项目

起始价
(万元)

人民币
3080

增价幅度
(万元/次)

人民币
30

竞买
保证金（万元）

人民币
930

投资强度（元/m2）

≥
人民币3280

新华社伦敦 7月 31 日电 英
国政府31日宣布，为防控新冠疫
情，政府此前计划于8月1日起实
施的“解封”措施将暂缓执行。

按照英国政府此前公布的
“解封”计划，从8月 1日起，一些
公共场所以及部分大型活动将逐
步恢复。

英国首相约翰逊31日在伦敦
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最新数据
显示，英格兰社区新冠疫情自 5
月以来首次出现上升苗头，因此
决定推迟执行上述“解封”计划。

根据最新安排，至少在 8 月
15 日之前，英格兰的保龄球馆、
滑冰场以及室内演出场馆等不会
恢复经营，一些大型会议活动也
不会举办。英国政府公布的措施
仅适用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
以及北爱尔兰等地的措施由当地
政府自行决定。

此外，英国政府还更新了关
于戴口罩等脸部遮挡物的规定，
除此前纳入规定的商店、超市等
外，民众进入博物馆、电影院等公
共场所也必须戴。该措施将从8
月8日开始依法实施。

英暂缓执行“解封”措施
将从8月8日开始依法实施

7月31日，人们走过英国曼彻斯特餐馆和咖啡厅的室外就餐区。 新华社发

日本冲绳县7月31日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因新冠疫情“爆
炸性扩散”，要求人们居家两星
期，避免非必要外出。

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在新
闻发布会上宣布：“我们正在看
到感染的爆炸性扩散，我们宣
布 进 入 紧 急 状 态 至 8 月 15
日。”

当天，冲绳县报告新增 71
例确诊病例，为冲绳单日最高
水平，当地累计确诊为395例。

法新社报道，冲绳县的措
施非强制性，但在日本，当局提
出类似要求，居民大都遵守。

在冲绳，大约驻扎 2 万名
美国军人。冲绳确诊病例中，
驻日美军有 248 例，按玉城丹
尼等日方官员说，这令人“震
惊”。

冲绳宣布紧急状态之际，
因单日新增病例创下纪录，日
本东京都呼吁从 8月 3日起餐
馆、酒吧和卡拉ok厅每天晚上
10时关闭，直到月底。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说，如果病例继续上升，东京都
也将被迫进入紧急状态。

（新华社微特稿）

因新冠疫情
“爆炸性扩散”
冲绳进入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日电
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主任芮宝玲8月
1日表示，7月31日乌鲁木齐市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总数较前几日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但
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绝
不能有丝毫放松，绝不能掉以轻心。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8月1日举办的新闻发
布会上，芮宝玲表示，希望社会各界
和广大市民继续理解、支持、配合疫
情防控，严格落实居家管理措施。
居家期间，要多开窗、勤通风、勤洗
手、定时消毒，做好家庭清洁卫生，
家庭成员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吃

饭时应使用公筷公勺。如果出现发
烧、咳嗽、乏力等不适症状，要及时
联系社区工作人员。

芮宝玲通报，7月31日0时至
24时，乌鲁木齐市报告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3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8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
例7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
学观察7例。7月15日0时至7月
31日24时，乌鲁木齐市累计治愈
出院确诊病例16例，无症状感染者
解除医学观察16例。

截至7月31日24时，新疆（含
兵团）现有确诊病例547例，尚有
1454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乌市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总数下降

疫情防控形势仍复杂严峻

新华社呼和浩特 8月 1日电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0”“坦克
两项”坦克车组比赛、“开阔水域”舟
桥部队比赛的北部战区陆军某部官
兵，8月1日携带相关装备和弹药物
资，从满洲里车站乘铁路列车先行
出境，前往俄罗斯莫斯科比赛场
地。即日起，中国赴俄罗斯参赛官
兵将从满洲里、乌鲁木齐等地分批
出发，乘坐军用运输机和铁路列车
前往各项目赛区。

据介绍，“国际军事比赛-
2020”将于8月23日至9月5日在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斯
里兰卡等国举办，中国陆军、空军将
赴俄罗斯参加6个项目比赛。其
中，陆军部队参加“坦克两项”坦克
车组、“安全环境”核生化侦察组、

“汽车能手”汽车兵、“侦察尖兵”侦
察班组、“开阔水域”舟桥部队等5
项比赛，空军部队将参加“空降排”
空降兵分队比赛。

我陆军启程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0”

中国军队将参加6个项目比赛

据新华社长沙8月1日电 7月
31日，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对唐
珀鸣、欧阳军等人犯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一审公开宣
判。这个涉黑“气霸”团伙共有13
名成员一审被判刑。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唐珀鸣
纠集被告人欧阳军等人形成组织较
稳定，组织者、领导者明确，骨干人
员基本固定的犯罪组织。该犯罪组
织违规成立“桃江县燃气行业协会
燃气安全监管和市场秩序稽查队”，
对桃江县液化气市场进行非法“稽
查”，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垄断桃
江县液化气市场，攫取非法经济利
益，暴力殴打群众，阻止周边县市液
化气进入桃江县。

该组织实施了大量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聚众斗殴、非

法经营、故意伤害、强迫交易、非法
侵入他人住宅、串通投标等违法犯
罪活动，严重破坏当地经济和社会
秩序，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垄断市场

湖南涉黑“气霸”团伙一审宣判

日本首都东京7月31日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463例，创单日新增最
高纪录。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当
天警告，如果首都疫情继续恶化，不
排除宣布东京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激增

东京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7月
以来保持在三位数，31日新增确诊
463例，刷新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
增最高纪录。东京7月累计确诊病
例占疫情暴发以来首都累计确诊病
例大约一半。

小池31日告诉媒体记者：“如
果情况恶化，东京将不得不考虑自
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她说，随着日本进入夏季假期，
不少人以往都会制定旅行计划，“但
不幸的是，这个夏天将不同寻常”。

无独有偶。3个月前“五一”黄
金周期间，小池同样要求东京市民
待在家中，当时日本全国处于紧急
状态。紧急状态5月底全面解除以
后，东京疫情出现小幅反弹，近期出
现向首都以外蔓延态势。

日本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9
日起连续三天超过1000例，31日全
国新增确诊1557例，再创新高。

两难

日本政府7月22日启动“去旅
行”活动，推出优惠旅行套餐，以带
动国内旅游业复苏。由于担忧人员

流动加剧疫情蔓延，这一政策在日本
国内受到批评。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认定，眼下
不需要在全国范围再次宣布紧急状
态。在他看来，新一波疫情与3月至4
月的疫情不同，当时重症病例更多，感
染者多为高风险的老年人，而近期40
岁以下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占确诊病
例的四分之三，多数关联夜店等娱乐
场所的聚集性感染。

不过，在反对派议员看来，政府启
动“去旅行”活动向民众释放混乱信
号，是把经济复苏优先于疫情防控。

日本共产党国会参议员武田良介

告诉路透社记者：“当然我们需要推
动经济复苏，但人们依然担心病毒
蔓延……政府一直说他们将确保在
防控疫情同时推动经济复苏，但启
动‘去旅行’活动让我意识到，（首
相）安倍晋三和（经济再生担当大
臣）西村康稔选择让经济优先于抗
疫。”

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31日证
实，日本政府向这家药企预购1.2
亿剂新冠疫苗。这款疫苗由德国生
物新技术公司和美国辉瑞制药有限
公司共同研发，即将启动最后阶段
大规模临床试验。（新华社专特稿）

单日新增463例东京“吃紧”
如果疫情继续恶化不排除宣布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7月31日，在日本东京，人们戴口罩出行。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杭州8月1日电 为
了保护钱塘江及两岸区域的自然资
源、人文资源，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7月31日批
准《杭州市钱塘江综合保护与发展
条例》，明确提出禁止向钱塘江投放
外来物种。

钱塘江是浙江省的“母亲河”。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钱塘江及两岸区域是杭州市行政区

域的重要轴带，在杭州城市发展中具
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独特作用。

条例指出，参与钱塘江综合保
护与发展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严
格保护钱塘江及两岸区域内的自然
资源、人文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持地
区特色和传统风貌。法规明确规
定，禁止在钱塘江及两岸区域内的
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
其他非本地物种种质资源。

杭州立法保护自然、人文资源

禁止向钱塘江投放外来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