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给我市2022年全国普通高考
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现决定于2022
年6月7日至9日实施以下交通管制
措施：

一、交通管制时间和路段
（一）2022年6月7日至9日每天

6:00至19:00，香洲区春晖路（梅华
西路口至梅界路口段）实施南往北
（往梅界路方向）单行。

（二）2022 年 6 月 7 日 9:00 至
11:30、15:00至 17:00，6月 8日 9:
00至 10:15、15:00至 17:00，6月 9
日 8:30 至 12:15、14:30 至 18:15，

华夏路（乐园东路口至唐南路口段）、
金湾区金城路市实验中学路段禁止
机动车通行。

二、禁止中型以上货车通行时间
和路段

2022年 6月 7日至9日每天7:
00至19:00，以下路段禁止中型以上
货车（剧毒化学品运输车、危险品运输
车、“泥头车”、混凝土搅拌车）通行。

（一）香洲区：健民路市一中路
段、梅华西路的健民路口至敬业路口
段、怡华街的创业路口至市一中南门
段、人民东路的胡湾路口至康宁路口

段、梅华东路市三中路段、创业路一
职心华校区路段。

（二）金湾区：金瀚路、金鑫路、金
城路、德城路的市实验中学高中部路
段；金湖路、闻韶路、湖滨路的广东实
验中学珠海金湾学校路段。

（三）斗门区：黄杨大道斗门一中
路段。

（四）高新区：华夏路。
三、限速禁鸣时间和路段
2022年6月7日8:40至11:30、

14:40至17:00，6月8日8:40至10:
15、14:40至17:00，6月9日8:10至

12:15、14:10至18:15，以下路段限
速30公里/小时，并严禁鸣喇叭。

（一）香洲区：健民路市一中东侧
路段、人民东路的胡湾路口至康宁路
口段、梅华东路市三中路段、创业路
市一职心华校区路段、九洲大道理工
学校香洲校区路段、香华路市一职香
华校区路段。

（二）金湾区：金瀚路、金鑫路、金
城路、德城路的市实验中学高中部路
段；金湖路、闻韶路、湖滨路的广东实
验中学珠海金湾学校路段。

（三）斗门区：黄杨大道斗门一中

路段、珠峰大道华中师大珠海附中和
理工学校斗门校区路段。

（四）高新区：华夏路的港湾大道
路口至金唐东路口段。

请高考期间驾车途经上述路段
的机动车，按照交通标志指示行驶，
服从现场交警和交通协管员指挥。
因各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繁忙，建议与
高考无关的机动车尽量避开各考点
周边道路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6月2日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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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60）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批准，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金湾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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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2022-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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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外），均

可参加竞买，但不接受个人竞买及联合竞买。
准入资格由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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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9时至2022年6月30日12时登录交易中心网站下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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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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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2日9时至2022年6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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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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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9时。
截止时间：2022年7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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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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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金湾分局：（0756）7262873（地址：珠海市金湾区金鑫路

137号市民服务中心B栋二楼209）；
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咨询及查勘联系人电话：胡先生（0756）

7268021（地址：珠海市金湾区机场东路航空新城规划展览馆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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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22060/GL-
2022-0003

备注

宗地位置

珠海市南水镇石化六路西北侧

1.上述地块已达到“净地”条件，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按现状土地条件交地（包括地表现状、场地标高现状、地质结构现状、市政配套情况现状等）。竞得人须接受宗地的全部现状条件，不得以现状土地条件影响地块开发建设
作为理由，要求出让人承担违约责任。
2.投产初始运营期与考核期：本地块项目自正式投产之日起24个月内为投产初始运营期，投产初始营运期结束后进入考核期，考核期为5年。项目初始运营期结束后，考核期内，竞得人保证本地块单位面积投资强度不低于8960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年产值强度不低于18670元/平方米，单位面积年税收强度不低于1245元/平方米，以上面积按土地面积计算。
3.动工期限：土地交付之日起6个月内开工建设，自约定开工截止之日起两年内竣工，自约定竣工之日起6个月内投产。
4.上述地块项目考核期满后，竞得人保证本地块所建项目单位面积投资强度不低于8000元人民币/平方米，单位面积年产值不低于12,000元人民币/平方米，单位面积年税收（不含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不低于500元人民币/平方米（如遇
有关政策调整，参照新规定执行），以上均按照用地面积计算。
5.上述地块项目投产初始运行期结束后，项目的投资强度未达到单位面积投资9000元人民币/平方米的，且单位面积投资和单位面积产值之和低于21500人民币/平方米，视为违约，自违约责任发生之日起30天内,竞得人须向珠海市金湾区
人民政府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实际投资额与约定投资额之间差额占约定投资额的比重乘以该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6.如考核期内竞得人的产值平均值未达到12500元人民币/平方米，税收平均值未能达到600元人民币/平方米，则视竞得人违约，自违约责任发生之日起30天内，竞得人须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支付违约金。产值方面，违约金金额为实
际产值与约定产值之间差额占约定产值的比重乘以该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税收方面，违约金金额为实际纳税额与约定纳税额的差额。
7.上述地块项目考核期结束后，竞得人的产值或税收贡献连续5年未达到第4条约定的，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有权协议收地。
8.上述地块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及其他用途物业不得分割抵押及分割转让。本地块项目竣工验收前不得抵押及转让，未经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核准，竞得人不得转让工业物业产权。
9.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与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签订《项目监管协议》。如竞得人拒绝签订《项目监管协议》的,则已签署的《成交确认书》无效，出让人有权终止供地并不予退还宗地竞买保证金；如竞得人达到
转让条件发生转让的，受让方须承接《项目监管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并重新签订《项目监管协议》。
10.上述地块建设功能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第四十三项、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中的“23、高效、节能、环保采矿、选矿技术（药剂）”范围项目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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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用途的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15% 。
11.上述地块竞得人需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报建时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2.上述地块竞得人须清晰了解出让宗地周边规划现状及宗地所处区域规划发展动态，并无条件接受宗地以外规划调整一切事项。
13.上述地块竞得人不得以“未净地出让”为理由，申请办理宗地开竣工延期手续。
14.非珠海市金湾区范围内注册的竞买人竞得本宗地，须在珠海市金湾区范围内注册由其持有100%股权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
15.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m2）

40168.79

规划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准入产业类别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第四十三项、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
合利用”中的“23、高效、节能、环保采矿、选矿技术（药剂）”范围

容积率

R≥1.1、且≤1.8

出让
年限

50年

起始价（地面
地价元/m2）

人民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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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投资强度
（元/m2）

≥人民币
8000

08

鲍俊轶事三则鲍俊轶事三则
□ 何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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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俊（1797-1851），字宗垣，号逸卿，又自号
石溪生，香山县恭常都山场乡（今属珠海市香洲
区山场村）人。是清代岭南著名书法家、画家和
诗人。一生工诗词、书画，被列为当时广东才子
之一。其在家乡轶事殊多，广为流传。

临池学书

鲍俊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从小酷爱书法，
聪颖过人。有一次，他路经村里的吴氏宗祠，仰
见门楣悬挂着一块阴刻“能素吴公祠”的横匾，书
迹枯湿浓淡，潇洒流丽，为之着了迷。便回家搬
来桌椅及砚墨，日夕描摹。时有一位收账客路过
这里，见到一个后脑平扁的男孩聚精会神地学写
字，感到很奇怪。他捋着两撇蛟须，上翻着白眼，
看了看匾额上的字迹，又看看鲍俊，摇摇头说：

“后生仔，这几个字很多人都学唔（不）到，你学到
归西（死）也学唔到的。”说完，掖着一本账簿，趿
拉着脆响的屐拖（木屐，地方俗语）离去了。然而
鲍俊很有恒心，他目不旁视，耳不杂听，专心研
习，数日后竟将匾文的书迹摹成，被父亲鲍瞻贵
称赞“心通手灵”。

鲍俊很会制艺，自用沙藤、芦兜、茅草、青竹
等制作毛笔，每天静坐书房临池学书。他将诸名
家的字帖临摹，逐字玩味，以谙熟字形，并铭记于
心。他练习的小楷多宗徐季海和尚的字帖，大小
行草兼宗赵董字帖，擘巢大字宗李邕和王羲之碑
帖，且对晋、唐、宋、元、明诸家书迹也刻意研习，
熔冶一炉，并有所发展。特别是写擘巢大字，越
大越靓，能够写出一种端严而不刻板、凝重而具
韵致、格调很高的铭幅。

一天，鲍俊学写王羲之的“鹅”字，他拿出
一张宣纸，铺展在书案上。然后悬握一管自制
的大毛笔，“得其神趣，兴酣下笔”，在纸上沙沙
地写出一个“鹅”的大字，“飞舞中饶劲挺之
势”，一气呵成。字径三尺见方，字势雄逸，丰
美流畅。他看了感到惬怀，又改换一支中笔，
在“鹅”字右下方题跋一首诗：“名署亦兰亭，谁
作兰亭记。敢说溪鹅书，止学古鹅字。”之后，
他请石匠将他的这幅“鹅”字，镌刻在山场石溪
的一块“古壁石”（落款“米芾”）上。但让人好
奇的是，该字体远观近看各不同。跟着他在石

溪修筑一座兰亭，仿效王羲之的兰亭雅集，邀
文朋诗侣，遨游山水，赋诗刻字，遍布山石。而
以一笔“鹅”字特表而出之，成为石溪摩崖石刻
群的一大景观。

上京会试

清道光二年（1822），鲍俊参加乡试，中式文
举第二名。次年，参加会试。临行前，他来到山
场城隍庙，进香祝祷，连叩了三个响头。继捧来
一管装满灵签的签筒，合手默念地嚓嚓摇动。未
几，签筒标出一支小竹片，签子落地。签文曰：

“韩信问卜”，是一支上上签。鲍俊见之甚喜，便
打点行装，满怀信心地赶赴春闱约。一路上，他
和两名粤籍举子结伴同行，后面还随从一个背箱
笼的仆人。

一天，他们四人来到横沙河渡口，等候搭
横水渡。时近黄昏，秋雨向北潲来，几人都很
着急。等了一个时辰，才等到一条“送人艇”从
河面缓缓驶来，撑艇的人是一个头戴笠麻（竹
笠）的客家妹子。鲍俊远远向她招手，唤道：

“喂，艇妹，请搭我们过河。”艇妹问道：“你们几
位客官去哪里呀？”

“我们要赶赴京师会考。”鲍俊答道。
艇妹见到渡口站着几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就

想羞臊他们。快靠近渡口时，却将船停下来，荡
悠悠地横在离岸水面，还拔起艇尾的木桨，横放
在船上，然后对鲍俊道：“客官，我出一句上联，你
若对得上，我就免费渡你们过河。”鲍俊笑道：“好
呀，妹子请开绣口。”艇妹扫了他们一眼，即兴一
句：“脚仔尖尖，肚仔圆圆，连生三子，两个状元。”

“我们四人，还有一个去哪里呀？”鲍俊问道。
艇妹抿嘴一笑，很得意地指着他身旁的那个

背着箱笼的仆人道：“这个挑夫回家耕田嘛。”鲍
俊被艇妹一番戏谑，又气又恼，觉得她说话真
横。这时，他发现小艇横放着一条木桨，低思片
刻，便来个顶针对道：“横渡横桨，横风横雨，横撑
横去，横过横沙（河）。”暗喻艇妹行事如摆渡过
河——打横来，没有义礼。艇妹听后认输了，只
好免费送他们渡过横沙河。

鲍俊来到京城后，于春季二月贡院应考，礼
部会试主考官出题“山鸡舞镜（原句‘山鸡舞镜，

自形其美’）”赋。鲍俊未审清试题，即以“山鸡有
五德”作题意，用错典故，但作文甚佳，斐然成章，
仍被选入殿试十卷之列。这是自明代香山学子
应试以来，首位进入科举殿试及第者。这天，道
光皇帝至养心殿西暖阁升坐，为小金榜御览读卷
官奏上的十份殿试卷，一一进行钦点。当他拆开
鲍俊密封的试卷，看了又看，觉得他的试卷不但
文章写得有文有质，而且书法写得也很高，行书
俊秀飘逸，潇洒出群，爱不释手。当即握笔提腕，
用朱笔在鲍俊的试卷上御批“书法冠场”四个字，
钦点二甲第二名（即殿试第五名），赐“进士出
身”，入翰林院庶吉士。在这届殿试，鼎元及第者
为广东吴川人林召棠，盖因同为粤人同榜而与鲍
俊结为挚友，煮酒论诗文。

鲍俊的书法被皇帝御批为殿试十卷之上，一
时名声鹊起，享誉京城，“远近求书者踵相接。”鲍
俊书法出名之后，可把他累个半死。他感慨道：

“年来不为浮名绊，字债犹能累此身。”在衣锦荣

归时，他到家乡城隍庙烧猪还神，为该庙题额“风
云变幻”四个大字。从此，本乡和外乡的学子赴
试，都先到城隍庙里祭拜，祈福登科。

出巧联取悦龙颜

鲍俊取得进士最高功名后，不久被调任刑
部山西司主事，候选员外郎，即用郎中（五品）。
谁知仕途险恶，官场失意，于清道光辛卯年
（1831）辞官“归来隐作民”。他在广州芳草街
（今广州市登峰南路仁生里）购地建一座“榕塘
吟馆”别墅，潜心学问，朝夕以诗酒书画自娱，不
问尘俗事。在漫长的日子里，他心情一直很低
落，曾向林召棠、黄爵滋等友人倾吐衷肠，喟叹
人生坎坷，怀才不遇。“十年坎坷聊复尔，束缚驰
骧徒浮名。”他效颦李白，“痛饮浇胸莫放杯”，

“酩酊归来花在手”。思想皈依道教，在家乡石
溪筑庐隐居，徜徉山水，把深山作为他净化魂灵
的归宿。因有感写道：“君对清溪盟白水，我从

高岭笑红尘。”
清咸丰元年（1851），文宗奕詝登基，改年号

为“咸丰”。鲍俊在朝堂翰林院时，曾是咸丰的老
师，现朝代已改，欲意重返仕途，再建功名。便别
出心裁地撰写了一副对联，呈送给咸丰皇帝，以
表示贺。赋联曰：“咸岁双春逢好雨，丰年盛世两
中秋。”适值咸丰称帝那年，逢有两个罕见“立春”
和“雨水”，并且那一年农历闰八月，又有两个中
秋节。鲍俊巧妙地将皇帝的年号“咸丰”及双春、
双雨、双中秋节嵌于联中，既对仗工致，又入时
景，真是妙联解颐。咸丰阅后龙颜大悦，遂诏命
恩师“入都补官”。

正当鲍俊走马上任途中，不幸背痈突发，
“遄归而殁”，葬于羊城，后迁厝在家乡山场墓群
蛇地。至1988年春，珠海市博物馆又将其夫妇
合葬的骨罈，移葬于凤凰山南麓的石溪，竖碑立
墓（当年作者为鲍俊塚撰墓志铭），使鲍俊魂系
石溪兮。

鲍俊铜像 鲍俊故居 一笔鹅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