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溪”人居环境改善工程（沥溪、福溪）的被安置人（包
括村（居）民、侨民、其他权益人、集体）：

为顺利推进“三溪”人居环境改善工程,维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按照《“三溪”人居环境改善工程（沥溪、福溪）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三溪”人居环境改善工程（沥溪、福
溪）搬迁安置房第四次抽签规则》等有关文件规定及约定，
上冲检查站西南侧地块搬迁安置房抽签、交付及结算工作
领导小组决定进行搬迁安置房第四次抽签，特通知如下：

一、抽签工作时间安排
（一）抽取“抽房签顺序号”:2022年6月3日（星期五）

8:30至9:15；
（二）抽取“房签”:2022年 6月3日（星期五）9:15至

12:30。
二、抽签工作地点
珠海市香洲区福溪村村政大街1号篮球场

三、注意事项
各被安置人参加抽取“抽房签顺序号”、“房签”时需携
带《“三溪”人居环境改善工程（沥溪、福溪）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书》、身份证等有效文件的证件原件。
需办理房屋产权继承公证或抽签授权委托的，请及时

到公证部门办理公证手续，由继承人或受托人携公证文件
参加抽签活动。

四、咨询电话
0756-8588986（上午9:00至12:00，下午2:00至6:00）
特此公告，并请相关被征收人互相转告。

上冲检查站西南侧地块搬迁安置房
抽签、交付及结算工作领导小组
珠海市香洲区凤山街道办事处

2022年5月13日

“三溪”人居环境改善工程(沥溪、福溪)
搬迁安置房第四次抽签公告

遗失声明
南光物流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

6日在珠海跨境工业区遗失人力资源
部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正扬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遗失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总平面
图、施工设计图，证号：珠规金建字
（2005）第026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经济特区岑珠花岗岩石料开

发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日程遗失珠海市市场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押金收据一张，NO:0000013，
金额4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佳蕊时代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00
00531165；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中俊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拓雄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报

关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海宏船务有限公司遗失胜

意 176 营运证，编号粤珠 SN(2021)
0000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壹号茗谷茶行遗失公

章、发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陈土周蔬菜档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2600052
9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泓合建设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
表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铁十三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

司珠海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400000182939；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横琴布洛克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50027507201，编号：5810065107
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粤CL0131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407600014175，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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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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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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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个人竞买或联合
竞买：

用地项目准入产业类别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鼓励类的第二十八项“信息产业”中“21、新型电子元器件（片式元器件、高
密度印刷电路板）制造”范围，建设项目为标准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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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9时至2022年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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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9时至2022年6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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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
17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22年6月10日9时。
截止时间：2022年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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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22052
珠土储金工2022-04号

备 注

宗地位置

金湾区红旗镇珠海大道北
侧、创业中路东侧

1.上述地块“净地”出让，按现状交地，珠海市金湾区政府已完成该地块范围内土地建（构）筑物的征收补偿工作。该用地地上已建成建筑物9栋，分别为：1#办公楼（5层）建筑面积5184.28平方米、2#研发楼（4层）建筑面积
6508.18平方米、3#厂房一（4层）建筑面积18524.51平方米、4#厂房二（4层）建筑面积18488.03平方米、5#宿舍楼（8层）建筑面积23046.13平方米、6#胶水房（1层）建筑面积224.83平方米、7#厨房（1层）建筑面积926.26平方
米、8#门卫室（1层）建筑面积237.94平方米、9#配电房（1层）建筑面积206.4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73346.64 平方米。上述建筑物按市场评估价值计入起始价，与土地一并挂牌出让，在竞得人付清地价款后，上述建筑物归竞
得人所有。上述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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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地的《地块项目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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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项目监管协议》申请，导致《地块项目监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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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12个月内，竣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截止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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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块已建成9栋建筑物属政府征收重新挂牌出让，原已办理规划、消防、房屋竣工验收手续，建筑物至今未发生任何改动，符合该地块规划条件，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可获取相关资料。
7.受让方取得上述地块使用权及地上9栋建筑物所有权需承担相关税费。
8.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168014.95

规划
土地用途

二类
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1.0≤容积率≤
3.0

准入产业类别

信息产业类

投资强度
（元/m2）

人民币
≥8000

起始价
(地面地价元/m2)

人民币
1572

增价幅度
(地面地价元/m2/次）

人民币
10

竞买
保证金（万元）

人民币
7930

08

麦子黄了麦子黄了
□ 李春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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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香山湖我们的香山湖 （（组诗组诗））

□ 吕 茹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四月的暖风吹来，故乡青乎乎的
麦子在阳光下蓬勃生长，渐渐变黄。

没有波澜壮阔的麦浪，没有一望
无际的海洋。在长河岸边黄泥港——
这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麦子不是粮
食的主角。麦子长在各家各户自留
地里，一小块一小块的。麦子总是被
分割被包围，散布在一些地势偏高的
地方。

没有浓郁的麦香萦绕村庄，只有
淡淡的清香沁入亲近者的心房。母亲
走近麦地，不是手握镰刀而是肩背箩
筐，箩筐里摆放着一把裁剪鞋样的剪
刀。麦地边上，豌豆伸展纤细的手臂，
托起星星点点粉红的嫩白的花朵，托
起绿油油肉嘟嘟的豌豆荚。母亲小心
翼翼避开豌豆的身子，绕麦地行走，有
时赤脚走进沁凉的麦垄沟，从中穿

行。她细心观察，努力寻找已经成熟
的麦穗——那些早熟的孩子，然后带
他们回家。

和风。暖阳。藕河覆盖起大片青
碧莲叶，也有尖角小荷挺立水面。紫
云英在杨家畈铺开灿烂的云锦。灯盏
地的油菜花褪去金黄长出籽荚。母亲
的剪刀，在青黄交接的麦地，剪下早熟
的麦穗，晾晒在硕大的笸箩里。两个
或者三个太阳之后，她和祖母开始揉
搓，没有厚实的手套，只有勤劳的手
茧。在她们心目中，没有麦穗的锋芒，
只有麦粒的光润。布谷鸟清脆的叫声
穿过村庄，有人说那叫声是“割麦插
禾”。祖母说是“蚕鸟做窠”。我不知
道蚕鸟是一种什么样的鸟，也不知道
它在什么地方做窠。

笸箩的麦子揉搓好了，晒干了，扬

净了。母亲跟祖母商量是用碓臼打粉
呢，还是去新闸的面粉厂加工。祖母
说去新闸吧。母亲说要花钱呢。祖母
说你把罐里的鸡蛋鸭蛋全带上。母亲
说端午节快到了，孩子们眼巴巴望着
红鸭蛋呢。祖母说，不碍事的，端午节
还有几天。我家鸡呀鸭呀争气，天天
都有进账呢。

母亲赶到新闸的面粉加工厂。二
十斤麦子只要两毛钱，三个鸡蛋就够
了。加工厂也收鸡蛋，母亲就不用去
供销社了。面粉加工好了，母亲挑了
三个最大的鸡蛋留下。母亲带着余下
的鸡蛋鸭蛋，还有小麦粉回家。母亲
脚下生风。母亲汗流浃背。母亲朝屋
檐下的祖母兴奋地招手：“妈，你看！
这机子打出来的小麦粉，真白，真细，
闻着可香啊！”

知道，知道。祖母笑盈盈地答
应着，说你先歇下，喝口水，带上木
舳盆去藕河里摘荷叶。防着落水！
记着，不要在一个地方摘哟。母亲
说，晓得，晓得。祖母说，我来和
面。早些把麦粑蒸出来。大奶家，
二奶家，还有前头后头一家送几
个。谁家孩子不都一个样，早馋着
啦，都尝尝新。

听了祖母的话，我心里乐开了
花。送粑是我的事，我最喜欢送粑
了。一家一家送，把甜香的小麦粑送
遍左邻右舍，一家几个，我从来不会舍
不得。个个夸我懂事呢。大奶会摸着
我的头说多谢，过几天，地里的麦子就
全黄了，来我家吃小麦粑。二奶也会
摸着我的头说多谢，门口的五月桃就
要红了，打下来叫你吃个饱！

斗门绿韵：浓厚、葳蕤、勃勃生机。
斗门绿韵：靓丽、悠长、赏心悦目。
斗门绿韵浓厚，在于山青水碧。

绿，成了大自然的主色调——黄杨山
叠翠，风起绿涛生；黄杨河碧波粼粼，
船过绿漪涟涟。北部科技生态园以
及广袤的田野，都涂抹上希望的色
彩，鲜绿妍丽。水松林是一把擎天的
绿伞，岭南大地是一张绿意盎然的地
毯。

斗门绿韵靓丽，在于树绿花
妍——城镇大道、郊野阡陌，樟树、落

羽杉、大腹木棉挺拔苍翠，大叶紫薇、
紫荆、榕树蓊郁婆娑；城乡公园的花
圃、道旁花坛，矮牵牛、格桑花、醉蝶花
鲜艳夺目，馥郁芬芳；紫罗兰、郁金香、
五星花姹紫嫣红，清香扑鼻。

斗门绿韵葳蕤，在于景致夺
目——金台寺依山傍水，香火鼎盛；接
霞庄古雅灵动，游人如鲫；菉猗堂恢宏
雄伟，皇气缭绕；斗门古街溢满南洋风
情，令人神往；灯笼沙水网密布，灵动
着南国水乡的万种风情；莲江、石龙村
民宿独特，成为新的旅游打卡点。

斗门绿韵悠长，在于物产丰
饶——“山、海、田、水、林、果、渔，无不
慷慨赐予。甚至连一只螃蟹，也让它
长了两层壳。”黄金风鳝、五山白鸽鱼、
白蕉海鲈、上横黄沙砚、莲洲粉葛、乾
务糍水、斗门镬边糍……

斗门绿韵赏心悦目，在于文化
底蕴深厚——南宋皇族后裔赵氏子
孙聚居于此，“菉猗堂”成为明清古
院建筑代表作。斗门“水上婚嫁”、

“装泥鱼习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珠海第一个党支

部小濠涌党支部在此点燃抗日圣
火。

斗门绿韵勃勃生机，在于经济发
展迅猛，大产业促大发展——电子信
息、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
流、现代农业“五大产业集群”已培育
发展新一代。五镇一街朝着绿色生态
宜居小镇、智产风情小镇、国家级特色
小镇、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小镇、粤港澳
生态旅游特色小镇、高端商务小镇的
目标稳步推进。

斗门绿韵色彩缤纷，醉人又怡人。

斗门绿韵斗门绿韵
□ 黄春炳

一

香山湖是一首诗
无论晨昏和夜半
不停地歌唱

山林中
青树绿蔓
草盛花繁
岩石憋不住笑弯了腰

小溪瀑布
蜿蜒曲折
潺潺的水荡
如花朵开在唇边

鱼儿 随风飘动
快乐地成长 像小草

香山湖的声音很甜美
小鸟在吟唱
湖水在起舞
桥儿的眉毛搭着山林

朝霞升起来了
微风摇响浓绿的树林
晨光在草尖上流淌
瓣瓣心香

香山湖在歌唱
树叶在耳语
虫儿在低鸣
我们把耳朵放在心上

二

站在湖边
应一场花季的邀约
定住脚步

草芽打破沉默

扇动微风
饰演翠绿的第一角色

紫荆，簕杜鹃，美人蕉
对盛夏的红紫芳菲
怀着相见恨晚的遗憾

燕子归来，鸣蝉初唱
蝶影迟迟不露面
花蝶联姻被搁置于路上

湖边的行道树
一种未知的诱惑
融入我最急迫的等待

把心音拉长
与脚步合成一道风景
延伸路和美

三

那么多的花
粉红的紫荆
多彩的簕杜鹃
红色的 淡黄的美人蕉
长满了湖边
问候我 早安

绿意浓浓的树
甩起了辫子
扬起了笑脸
伴着湖光耀眼
成双成对的鸟 歌声悦耳
告诉我 快乐

我双肩沾满晨露
重复走过的路
听着小鸟的歌
飞向花朵
如此的早晨
不能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