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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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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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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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类企业；
（二）竞买人公司所属行业及今后投资项目，须符合《珠海市产业发展导向目

录（2020年本）》中优先发展类“1、集成电路”中“（9）半导体生产用刻蚀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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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9时至2022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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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9时至2022年5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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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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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9时。
截止时间：2022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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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22031/
珠土储金工2022-03号

备注

宗地位置

金湾区定湾十四路北侧、胜
利路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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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定湾十四路北侧、胜利路东侧2075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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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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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52.40

规划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1.5≤容积率≤3.0

准入产业类别

集成电路类

投资强度
（元/m2）

人民币≥8880

起始价
(地面地价元/m2)

人民币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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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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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0日 星期三悦读

理性不朽理性不朽
□ 王庆同

不朽的约定
□ 崔 云

回文和我的创作
□ 梁健夫

英国作家彼得·梅尔写的《一只狗
的生活意见》（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9
月第1版）这本书里，有只名犬叫仔仔，
具有人的思维和语言能力。仔仔说：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老爸的长相，然而
他（指仔仔幼时的主人）滔滔不绝地细
数我们的血统记录和种系，上溯到路
易十四年代。”这个主人靠忽悠狗狗血
统高贵，推销成功，仔仔被一位路过的
女人领走。仔仔活到十六岁，临终前
告诫它的“孩子”说：“不要咬兽医。即
使他们往你屁股里塞入一支冰冷的温
度计，也要忍耐。他们没有恶意。”的
确是这样，有人让你一时不愉快，你不
要暴跳如雷，不要回头咬一口，而要暂

时忍耐，看一看对方是不是有恶意，然
后作出适当反应。“不要咬兽医”，这是
仔仔留给世人的忠告。

一只狗狗爱上狐狸。死神说：你
们两个只能活一个，你们划拳吧，输
的就死。结果，狐狸输了。狗狗抱着
狐狸尸体说：我们说好都出拳头，我
出了剪刀，你却出了布。这是个悲
剧。狗狗不明白狐狸的私心和险恶，
它很善良，可是，狐狸不是这样。作
为行为主体，我们坚持善良，并且坚
信多数人是善良的，但也确实有个别
同类是需要我们防一防。正如俗语
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
可无。”

《论语》第九章“子罕”里有一段话，
它的意思是，孔子打算住到九夷去（先
秦时对居于今山东东部和江苏、安徽一
带的各少数民族的一个说法），有个弟

子说：老师，那地方简陋，如何能住？孔
子说：君子去住，怎么会有简陋呢？（“子
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这说明，人的心态
很要紧。心态好一些，面对简陋也不会
明显感到简陋。君子的心态是什么，孔
子在这里没有说。我查了一下，《论语》
里直接谈“君子”应如何如何的，还有八
处。如，“有君子之道四焉”（第五章“公
冶长”）；“君子和而不同”（第十三章“子
路”）；“君子矜而不争”“君子忧道不忧
贫”（第十五章“卫灵公”）；“君子有三
戒”“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第十
六章“季氏”）；“君子之过焉，如日月之
食也”（第十九章“子张”）。我觉得，“君
子有九思”很有意思，原话是：“君子有
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
思义。”我想，有这样心态、这样的修养，

住到哪儿都是“何陋之有”。
以上三个故事之间有没有联

系？我觉得是有的，这就是理性。理
性固然要以感性为基础，但理性高于
感性。理性是万物之灵区别于非万
物之灵的一个重要标志。丧失理性
就是丧失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一个
重要属性。对人、对事、对社会、对
民族、对国家、对世界、对人类，采取
理性的态度，就懂得事物之间的联系
和区别，明白各种力量的追求和局
限，知道自己的位置和使命。作为个
人，我们就会愉快地度过一生；就能
翻山越岭，风雨兼程，为人类作贡献
的同时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无憾地
到达胜利的彼岸——彼岸有我们的
安息之地，我们就能好好安息，没有
遗憾！

理性不朽！

我是在喜马拉雅听完《相约星期
二》这本书的，没想到一下子被深深吸
引。朗读者慕容女士那略带沧桑、却饱
含深情的声音，瞬间把人带入空灵之
境，如一位历经世事的长者，缓缓向我
们讲述着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婚姻、
关于忠诚、关于死亡等等的故事……

《相约星期二》是美国作家米
奇·阿尔博姆创作的自传式长篇纪实
小说，真实讲述了其恩师莫里·施瓦
茨教授在辞世前的14个星期的每个
星期二给米奇所讲授的最后一门人
生哲理课。这位年逾古稀的社会心
理学教授在1994年罹患肌萎缩侧索
硬化绝（ALS），已时日无多。作为莫
里教授早年的得意门生，米奇每周二
都搭乘航班飞越700英里上门与他
相伴，聆听老人最后的智慧和教诲，
并在他死后将这些故事结集出版，冠
名《相约星期二》。死亡是该作品的
主题，又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红线，传
递了作者对于人生深入而透彻的思
考，散发着浓郁的哲学意蕴。

老教授异常清醒地感受着自己的
生命一点点走向衰竭：从不能走路到
不能写字和吃饭，从要人搀扶到最后
完全不能自理。他从最初的不适应到
放下所谓的尊严，从抛开羞怯与隐私
到欣然接受别人的全方位照顾，这无
助无奈也是每一个走向生命终点的人
将共同面对的局面。病榻上的他如春
蚕吐丝般认真回顾盘点自己的一生，
总结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成败得失，谈
自己深切的人生感悟，也谈他对当下
的疾病、疼痛、衰老及死亡的真实感
受。其实细想一下，哪一样又不是我
们或早或晚都将面临的现实问题呢？
只是对于亲身经历并真切感受这一切
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件不幸而残酷的
事！但莫里教授却选择了向世人再现
与诉说，坦然面对生命走向消亡，这需
要多么大的能量与勇气！

莫里教授的无私、勇敢和大爱击
中了大众感情中脆弱的琴弦，面对现
实不缴械投降，而是直面所有的不幸
与灾难。身患绝症，已知自己生命大
限的他，选择了将死亡作为他生命中
的最后一堂课，于是才有了他与学生
的这场最后约定，这对师生同心携手
完成了这项非同寻常的重大课题。

他们讨论死亡，讨论爱，探索生

命的真谛。莫里教授允许电视台记
者以纪录片形式直播自己的死亡过
程，他甚至还在病房里举行活人葬
礼，这看似不同寻常的行为，是为了
告诉世人：不必惧怕死亡，而要勇敢
相迎。教授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
地展示给了社会大众，向世人交上了
一份完美的答卷。

书中除了记录死亡全过程，还记
下了一位濒死的老者和一位年轻人
的灵魂对话，每一句都直击人心人
性——

接受你所能接受的和你所不能接
受的现实；承认过去，不要否认它或抛
弃它；学会原谅自己和原谅别人；生活
中永远别说太迟了；人生最重要的是
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我们
都有同样的开始——诞生，我们也有
同样的结局——死亡，死亡终结了生
命，但没有终结感情的联系……

可以说，句句是哲理真言，字字
都是一个将逝者对世人的忠告。也
只有悟透生死的人，才会有如此真切
的感受。

恋情、友情、婚姻、家庭、背叛、名
誉、地位、权力、生存乃至死亡等，老
教授一生的经历，或多或少映射出了
每一个不凡之人或平凡之人的共同
经历与感受。尤其是死亡，这是任何
人都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这应该也
是该书之所以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
鸣的重要原因。

14堂人生课，每一课都让人感
同身受。感恩莫里教授用尽生命与
他的爱徒共同完成的这道非同寻常
的生命课题！莫里先生因此获得了
永生与人们的普遍尊重，而他的学生
也因为以这14堂人生课成书的《相
约星期二》一举成名，化茧成蝶，这是
多么美好的彼此成全！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燃烧自
己，照亮学生，这不正是“春蚕到死丝
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为师者风
范吗？这位莫里教授真正燃烧了自
己一生，成为了烛照世人的导师，他
才是真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也是这本书，让我对生命及死亡
本身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与认识，“生
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走
过活过，不留太多遗憾，便是人生好
境界。

爱、生存与死亡，这是人类永恒
的话题，如果看懂了《相约星期二》，
我们就能更真诚而热烈地拥抱这美
好的世界……

近几年来，我创作了多首回文，分
别有诗有词有对联，作品皆源于现实
生活中，都是将平时所见之景所闻之
事所感之情加以提炼并将之格律化而
成的。例如，春天到郊外赏春花：赏花
春色绿如茵，色绿如茵气象新，气象新
时来好运，时来好运赏花春。壬寅春
分雨后共邻友到莲溪踏青：春分早放
晴，白水看溪清。邻友迷幽境，新桥一
自横。倒读：横自一桥新，境幽迷友
邻。清溪看水白，晴放早分春。夏天
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我也曾应时创作
过一首《菩萨蛮·咏莲》：碧莲香漾清风
陌，陌风清漾香莲碧。红萼映娇容，容
娇映萼红。绿罗新脱俗，俗脱新罗
绿。圆月夜娟娟，娟娟夜月圆。回文
诗词离不开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养分加
以升华，至于回文对联亦不例外。海
上明灯明上海；秋中亮月亮中秋。海

涌云飞云涌海；珠联璧合璧联珠。这
两副对联是我曾在上海度中秋，以及
在珠海香炉湾采风时应节应景所作。
创作回文确实有难度，但在现实生活
中也不乏创作素材。

什么叫回文？学者余元洲教授有
叙述，在使同一语顺读倒读均可成文
的文体便是回文。回文是利用汉语词
序比较灵活的特点构成的一种修辞方
式。回文作为一种文体现在不可多
见，主要的原因是这种文体成文难，
而作为回文体的诗词更是成了凤毛麟
角。《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回文所
兴，道原为始。”从典籍中查找资料大
概是从晋代就有了回文，唐代回文诗
为诗人所重视，宋代是回文创作鼎盛
时期，苏东坡、王安石、黄庭坚、秦观
等都留下了不少回文诗。元代回文诗
词极少，明代回文诗词有所回升，清
代回文诗词不为文人所重，到了近现
代回文诗词几乎销声匿迹。回文诗词
分多种形式，主要有“通体回文”“就
句回文”“双句回文”“本篇回文”“双

篇回文”“环复回文”“交错回文”“图
案回文”等。从有关的古籍记载分
析，词与诗互为回文之难度可以说居
回文之首，虞美人词牌是其中之一。
查阅大量资料可见虞美人词回文大概
有四首，其中宋代占一首，明代占一
首，清代占两首，而明代的一首是词
诗互为回文，其他三首纯属是回文
词。明·张芬的《寄怀素窗陆姊》是词
诗互为回文，宋·王文甫《寄情》是通
体回文，清·姚燮《春闺》也是通体回
文，清·张埍《春夜》是本篇回文。虞
美人词通篇倒读恰恰可成一首七律
诗，词的上片二仄韵换二平韵，下片
换二仄韵再换二平韵，再换韵的意思
即是上片用过的仄、平韵部，下片就
不能再用上片使用过的仄、平韵部，
虞美人词牌归属平仄韵转换格式，本
人认为创作虞美人词其难度相对较
大，将之创作为回文词其难度自然就
难上加难，而通篇倒读成为七律必须
符合七律的平仄格律，用韵和粘对等
都很讲究，更要紧的是语句要通顺，

表意要清晰，至于运用更高的表现手
法，例如用“赋、比、兴”等固然是另一
高境界论之！回文素以奇趣著称，这
是其他文体所不能比拟的，作为一种
修辞手段，在文学创作中用得适当，
能起到增加语言美感、激发读者兴趣
的效果。

没有例外！我就是被兴趣驱使，
经过反复的推敲创作了《虞美人·祥荷
拱月》回文词，倒读后成为一首七律。
如下：

虞美人·祥荷拱月

祥荷荡漾清风逸，秀萼娇容赤。绿
罗香袖拂轻烟，隐隐丽光莹洁、叶田田。

长天皓月飞明镜，好节佳秋咏。顺
时康乐共人同，且对梦圆终岁、贺年丰。

七律·月照荷祥

丰年贺岁终圆梦，对且同人共乐康。
时顺咏秋佳节好，镜明飞月皓天长。
田田叶洁莹光丽，隐隐烟轻拂袖香。
罗绿赤容娇萼秀，逸风清漾荡荷祥。

书里人生

我和写作

读书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