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金湾）
（交易序号: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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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储金工202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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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或组织，凡符合下列条件且通过准入资格审查的（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

买，不接受个人或联合竞买：
（一）竞买人公司必须属于机械类企业；
（二）竞买人公司所属行业及今后投资项目，须符合国家环保产业政策的有关规定及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鼓励类的第十四项“机械”中“47、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信息系统，智能物料搬运装备”范围。
上述准入条件由珠海市金湾区招商局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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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6日9时至2022年

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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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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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竞买资格申请和审查：竞买人应于2022年5月9日9时至2022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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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7日17时（以

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22年5月9日9时。
截止时间：2022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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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8738、2538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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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分中心：（0756）7262872（地址：珠海市金湾区航空新城金鑫路137号B2 栋209室）；
珠海市金湾区招商局咨询及查勘联系人（电话）：江佳（0756）773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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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4月15日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22035
珠土储金工2022-01号

备 注

宗地位置

金湾区三灶镇八堡路北侧、
逢源路西南侧

1.上述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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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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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签订的《金湾区三灶镇八堡路北侧、逢源路西南侧128477.99平方米地块项目监管协议》（下称《项目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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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政府提出签订《项目监管协议》申请，导致《项目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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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上述地块动工期限为自交付土地之日起12个月内，竣工期限为自开工截止之日起36个月内。
5.竞得人在办理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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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128477.99

规划
土地用途

工业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1.4≤容积率≤
3.0

准入产业类别

机械类

投资强度
（元/m2）

人民币
≥8900

起始价
(地面地价元/m2)

人民币
510

增价幅度
(地面地价元/m2/次）

人民币
5

竞买
保证金（万元）

人民币
1970

06 责任编辑：刘鹏凯 美编：邱耀升 校对：蔡斌 组版：徐益忠

2022年4月15日 星期五家园

寂寂柴门起晚烟寂寂柴门起晚烟
珠海乡村行走之一

□ 袁二郎

在珠海乡村行走，最爱去那些保
持原生态的小村落。

那洲村去过不少于十次，一开始
是去寻觅著名画家古元先生遗迹，后
来就爱上了这个小村，一有时间就去
村子里闲走，有时也不进村子，就在河
堤上漫步。

那溪河水缓缓流淌、四季清澈，
从河堤上下到水边，能见到一群一群
的小鱼在游动，浅水处总有几只白鹭
等在那里，有时它脖子一伸一缩，叼
起一条鱼立马飞走，鸟儿也不会飞
远。河堤旁是一丛丛的浓翠竹林，白
鹭就在竹梢上享用自己的美食。风
吹过竹林，白鹭也随翠竹舞动自己的
身体。

三月初三，上巳节。雨后的珠海，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样的好时
光不去那溪河去哪里呢？那溪河永远
不会让人失望。河堤边那些冬天种上
的草莓已经下市，三三两两的农人们
正在翻整土地，准备种上下一季蔬
菜，黑黑的土地似乎流油，菜农们种
地的小棚子用篱笆围起来，正开得热
烈的火红的三角梅在院子里探着头，
在春风里摇摆。从那溪河上那条小桥
穿过去，沿那洲绿道向山里走，那边
更幽静。

从山里流出的一条小溪就在桥边
注入那溪河，小溪对岸的水边长着一
棵楝树，楝树斜横在小溪上，满树紫色
的小花散发出淡淡的幽香。元朝诗人
朱希晦的那首“雨过溪头鸟篆沙，溪山
深处野人家，门前桃李都飞尽，又见春
光到楝花。”与眼前的情景十分贴切。

山道已经硬化，道路两旁绿树浓
荫，小鸟在枝头啁啾，在树林深处，一
只斑鸠“咕咕咕”鸣叫，路边灌木上停
着一只十分美丽的黄蝴蝶，蝴蝶黄色
的翅膀上印着白色斑点，蝴蝶怯人，马
上飞起躲到青草深处。遥望远山，在
春日阳光照射下，一片浓翠，如同一幅
张大千泼彩山水。道旁竹林里有村民
在砍伐竹子，传出“咚咚”声响。

沿山道走一百多米，路旁有个大
院落，院门上了锁，门前长满杂草，
看上去院子已荒废，院门两旁还贴着
对联，对联鲜红，应该是今年春节贴
的。“居家创业业兴隆，出门求财财
到手”。院子里用水泥砌了多个方形
圆形池子，池子是养鱼苗用的？弄不
清楚。荒废的院子让人感叹求财不
易啊！

注入那溪河的那条小溪，就在山
道下流过，溪边杂草生花，白的红的
紫的，蜜蜂们在花间忙碌，发出“嗡

嗡”声响。夜雨过后，泉水丰沛，小溪
也发出淙淙声，不论社会如何发展，
大自然的虫草都按自己的季节过日
子。这就是春天的气息。又走了几
百米，小溪上横着一座石桥，桥那边
是条砂石小路，路边散落着七、八户
人家，黑墙黑瓦，房子一看就有年头
了。去年冬天一个有阳光的下午，曾
来过这个小村，用腾讯地图查过地
名，显示小村叫“蜈蚣岭”，但村民告
诉我村子叫东坑。普陀寺那边也有
个村子叫东坑，当然那个东坑更有
名。过了桥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古
墓，看了墓碑，知道那是那洲村古氏
三世祖墓地，墓地在乾隆三十三年
由古氏十二世祖重修，从文字上推
测，那洲古氏应该在明朝时就在这
片土地上生息。村前有几块田地，
去年冬天来时，稻子收割后地光场
净。春天了，村民们又开始忙碌，稻
田里灌上水准备插秧，在下午阳光
下，镜子一样闪着白光。田边有一
幅喷绘的古元先生的水彩画《春耕
图》，图中描绘的那些弯曲的田塍与
这几条田埂十分相似，想来画是古元
先生在此写生创作的。

春日下午的村子宁静祥和，偶尔
一两声鸡鸣让人更觉得生活平缓。老

房子边是一块块菜地，几根树干拦成
篱笆，种上生菜、菜心，在春日的雨水
滋润下恣意生长，青葱肥绿。村子顶
头一家房门紧锁，看上去已经很久没
人住，山墙还贴着“开工大吉”四个字，
纸张陈旧，谁在这里开工也不知道。
村子第二家住了一对老夫妻，院子不
大，收拾得十分干净，男主人坐在院中
的一个椅子上晒太阳，女主人在收晒
干的衣服，衣服里有几件校服，主人告
诉我，那是他孙子的衣服，“放假了，孙
子回来住几天”。他儿子已经搬到城
里生活，只有两位老人舍不下老宅和
土地还住在这里。

下午四点多，两位老人开始烧晚
饭，炊烟从屋顶的烟囱里袅袅升起，飘
散在院子里，青烟散发出柴木燃烧后
的香气。“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这情景和一千多年前陶渊明所见的真
没区别，几千年来中国人不就这样过
日子吗？

夕阳西下，告别老人往回走，斜阳
透过竹林射在村道上，风吹竹子晃动，
阳光斑点似乎也在跳舞。走到那溪河
边，回头望去，远山静寂，晚空中还能
见到那缕缕炊烟，院子里两位老人应
该还在忙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
他们坚守的最后家园。

暖和的春风一吹，太平崂上沉睡
了一冬的田呀、地呀，仿佛一夜之间都
醒过来了，无数小草争先恐后地探出
嫩绿的头。几场春雨过后，巴根草、洋
洋草、牛筋草……一茬一茬地疯长，迅
速抢占了田间地头每个角落。

“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
晴。千层石树通行路，一带山田放水
声。”太平崂上，田间地头，到处是忙碌
的人。

父亲说：该造田，修水脚了!
他挽起裤脚，扛着锄头，去和尚

崂、鹤鹅崂，把家里每一丘田放满了
水，让干瘪的泥土先喝个饱，慢慢变得
松软。

屁股后面，是我们姐弟几个，光着
脚，或扛或提着大小不一的锄头。

修水脚，就是用锄头把田坎和田
埂上的杂草刨干净。大地方的人，比
如平原地区，一马平川，用不着修水
脚。在我们太平，名字有“平”，地势却
不平，而是典型的丘陵，几乎所有的田
都是狭长蜿蜒的梯田。高高的田坎上

长满杂草，不除，影响收成。
说干就干！
我们先去和尚崂。这里的田都是

土坎，直接用锄头，从上往下削，好像
剃头一般，只听得“哗——哗——”的
刨土声，刚才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
杂草们，连同泥土哗啦哗啦往下掉。
掉下来的杂草，我们还要踩上几脚，把
它踩到田里，可以变成肥料。坎太高，
我把锄头高高举起也够不着，就只能
先刨下半截；剩下的上半截，像刚剃了
一半的癞子，等着父母这个“高级剃头
匠”过来善后。

到鹤鹅崂修水脚，主要靠两只
手。因为这里的田坎几乎都是石头砌
的，刚才在和尚崂大显身手的锄头们，
换一个“战场”就不灵光了。幸好上天
给了我们一双手。乡下人的手都很
糙，左右开弓，把那些车前草、革命草、
笔筒草，一把一把连根拔掉——好像
杀鸡拔毛一样利索。

我们姐弟几个，暗地里较着劲，速
度一个比一个快。可是碰到萢树这类

带刺的、或是碰到茅根草这类锯齿叶
的，就得当心了。就像急行军途中突
然发现“敌情”，赶紧放慢速度，小心翼
翼地把手指伸过去，抓紧萢树或茅根
草的根部，憋一股劲儿，哗啦一下拔出
来。要是手没抓紧，手心跟着草一滑，
那十有八九就见血了——不是被萢树
刺到就是被茅根划一道口子，锥心地
痛。

草丛里，“惊喜”不断。有时会蹦
出一只土蛤蟆，高高一跃，像跳水运
动员一样扎进水田里；有时哗啦溜走
一条狗屁蛇（蜥蜴），吓得心惊肉跳，
随即又庆幸“还好不是毒蛇”；有时拔
出几根蚯蚓，露出半截在那拼命扭
动；有时拔出一只土狗子（蝼蚁），慌
慌张张像只无头苍蝇四处乱钻。最怕
碰到蚂蚁窝，拔一把草，我的天，成百
上千的蚂蚁在那涌动，“先头部队”瞬
间已经从草茎转移到我的手上、胳膊
上，每只咬一口，就听到我不停地喊

“哎哟哎哟”，姐姐们赶紧过来帮
忙……

苦中也有乐。拔茅根草，露出一
截白白嫩嫩的根，一节一节的，双手
一搓，丢到嘴里嚼，大声地嚼，甜滋滋
的，美！还有一种像芝麻杆一样的，
忘记名字了，剥了皮，一咬，酸酸的，
带劲！碰上早熟的萢，更是惊喜。有
时看到开花的萢树，故意放它一马，
不刨了，干嘛？留着改天过来摘萢吃
呀。

忙了大半天，看看修完水脚的田，
土坎上、田埂上的杂草、荆棘被削得干
干净净，正像给田剃了头、修了脚，看
上去神清气爽、面貌一新。

一年之计在于春，崭新的田里孕
育着崭新的希望哩。

现在，靠山的那些田都荒了，只有
房前屋后近便的田还有几个老人在
种。问他们要修水脚吗？他们说：谁
还修水脚？直接打除草剂呀！

哎，除草剂就像“核武器”，除草自
然不在话下，我就担心那草丛里的蛤
蟆呀、蚂蚁呀、蚯蚓呀、土狗子呀，恐怕
也一并给除没咯！

修水脚
□ 龙志球

五千年海洋文明
在南海之滨发祥
中原先祖始南迁
文明曙光现东方
这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
揭开了蔚蓝辽阔的篇章

五千年风雨兼程
穿越了摩崖石刻
穿越了伶仃海洋
穿越了漫长岁月
烙印东方帝国万邦来朝
追求诗意栖居理想家园

五千年蓝色梦想
时光荏苒绘沧桑
南风浩浩伴征程
历史长河潮流涌
文明是一朵朵美丽浪花
梦一样的国度创造辉煌

五千年跋涉求索
沾益珠江到海洋
在不歇的脚步里
在不灭的希冀中
一个繁衍生息不屈族群
经历了多少坎坷和苦难

五千年后再起航
大国梦复兴征程
每一次轮回更替
每一次潮起潮落
中华民族在涅槃中重生
像翱翔九天之上的凤凰

摩崖石刻

这些缠绕的线条
像崖石一样坚硬
穿越悠悠的意境
抵达蔚蓝的彼岸
在坚守中不断繁衍生息
抵抗着漫长岁月的侵蚀

这些粗砺的线条
勾勒出远古先祖
真实的生存场景
闪烁智慧的思想
犹如上苍一双神奇的手
赐予生命的姿态和模样

这些古朴的线条
犹如古老的文字
毎一笔笨拙走向
写下生命的本真
记忆使先祖的思想传播
传递出生命的本能力量

这些苍劲的线条
血管里奔涌血液
怀揣火热的信仰
自然抗争与妥协
每一次走向绝境或新生
都让灵魂拥有更强力量

这些谜般的线条
每一笔刻意笔画
庸常与诗意融合
追逐蔚蓝色梦想
在如铁质感中存储温度
以开放的思绪拥抱未来

潮起高栏（外一首）

□ 钟建平

走在珠海最美的路上
一路鲜花绽放
伶仃洋上万顷碧波
情侣路蜿蜒伸向远方

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一路心花怒放
凤凰山上万顷碧空
香炉湾拥抱着太平洋

啊，走在最美的路上
一路神怡心旷
美丽珠海，令人神往
在这里我留下梦和希望

啊，漫步鲜花的海洋
一路歌声荡漾
美丽珠海，令人神往
在这里我写下诗和乐章……

美丽珠海
我从美梦中醒来，
第一缕阳光洒满窗台。

开门见山，推窗望海，
我面朝大海，正是春暖花开。

你从梦境中走来，
第一缕春风吹过阳台。
山水相依，陆岛相望，
你面朝大海，正是春暖花开。

蓝天像水洗过一样澄净，
白云像棉花一样洁白。
情侣路像一条玉带，
像爱人的玉臂拥我入怀。

青山如水洗过一样葱郁，
碧水如翡翠一样秀美。
日月贝如一对情侣，
如爱人的相拥永不分开。

啊，这就是珠海，
这就是珠海，
你是我一生永恒的挚爱。
海上有云天，
天下看珠海，
我对你永远痴心不改……

走在珠海最美的路上（歌词二首）

□ 蔡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