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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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61）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金湾区人民政府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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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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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但不

接受个人及联合竞买：
该用地项目产业发展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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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鼓励类的十九项“轻工”中“13.锂离子电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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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9时至2022年

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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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9时至2022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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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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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9时。
截止时间：2022年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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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22061
珠土储金工2022-05号

备 注

宗地位置

金湾区三灶镇顺祥路南侧、
机场北路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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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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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三灶镇顺祥路南侧、机场北路西侧538642.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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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述地块动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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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月内。
6.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538642.84

规划
土地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1.4≤容积率≤3.0

准入产业类别

轻工类

投资强度
（元/m2）

约人民币
≥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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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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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山河畔的歌声前山河畔的歌声
□ 曾继文值班偶记值班偶记

□ 大 尉

单位有面向群众的窗口，每个月
有那么几天，我有机会轮流当一回“值
班领导”，协调解决当天的疑难问题。
其实算得上疑难的问题不是天天有，
一些不经意的小事倒是偶尔会发生。

谁错了

时令正是春天，首次轮值“值班领
导”，一切都比较新鲜。值班科长是军
转干部，讲话声音中气十足，有乡音。
上午平静如常，下午上班不久，看到值
班科长在与中年男人理论，声音逐渐
加大。考虑到初次当值，值班科长并
未请求，暂不宜过去支援。

过了一会，争论有加剧之势，能明
显感到双方的不耐烦。未几，值班科
长过来报告，有一办事群众难缠，说办
错事要求道歉，他解释不听，说服不
了，请我解决。我走过去，请那位群众
先到大厅的接待室去。不知是由于天
热还是激动，中年男人头上密密的有
些碎汗。我让值班科长倒杯水来，请
他不要着急，喝点水，慢慢说。

男人平静下来，说起争论的缘
由。原来，不久前他来我们单位办证，
当时心急拿了证就走了，回到家细看，
才发现有一项地址信息错了一个字。
今天好不容易向公司领导请了假过
来，要求按身份证上的地址予以更正，
还要我们单位的办事员和值班科长向

他道歉，否则要投诉。值班科长认为
他自己领证时没有核对好，主要责任
在他，不愿跟他道歉，于是争执不下。

了解事情的原委后，我诚恳地对
他说，信息录入错了字，与原件不符，
责任在我们，让他多跑一趟，增加了请
假的困扰，请他谅解。我当即叫值班
科长抓紧跟进，即时完成更正手续。
在等待更正的空隙，我与他聊天，介绍
了单位每天的工作任务、工作量和相
关情况，他也抱怨在企业请假的困难
等。双方都表示理解，他的脸色和语
气越来越舒缓。事毕，他竟然笑了一
下，握手称谢告别。

多一点换位思考，事情往往没有
那么复杂。

找材料

11月下旬的珠海，天气才渐有凉
意。某个下午近5时，我正在办公室
阅改OA上的文件，值班科长打来电
话，说有一办事群众没有办理回执，我
们单位的系统上也没有收件的痕迹，
但他非说我们的工作人员3月收了他
的材料，现在要拿证回去，难以说服。
我让她先继续与群众沟通，再仔细查
一查系统，或许能说服他。

10分钟后，我到窗口，按值班的
习惯，照例先巡视一下。远远见到值
班科长正在与一位穿着厚外套，几近

光头的男群众交谈，声音不大，不像
是有纠纷的样子。待我走过一圈，回
到值班领导坐席，发现值班科长还在
与那人沟通，身体已经站起来。我走
过去，听到那男的用夹着浓重乡音的
普通话，似笑非笑地说，反正我把材
料交给你们了，我不管，你不给办，我
找你们领导。

值班科长说，我们领导来了。我
笑着请他去接待室，边喝水边谈。

事情的原委很快就了解清楚，但解
决问题没有想象中顺利。男子姓古，上
海人，今年57岁。他说，他父亲生前是
搞建筑的，分别在上海和珠海买了一套
房子。他父亲生前和弟弟住在上海的
家，所以上海的房子给了他弟，父亲过
世后把珠海的房子给了他。今年3月
上旬，他从上海坐飞机来珠海办理房子
继承更名手续。他坚称，当时把法院
的调解书等继承资料交给了我们6号
窗口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要他3天后来
取证，但他手上没有受理回执。我们
当天6号窗的办事员表示对他有印象，
但由于他当时资料不全，没有受理。
值班科长也查了单位的系统，3月以
来，古先生父亲珠海名下的房产没有
任何受理或变更的痕迹。

事情仿佛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我
请古先生好好回忆一下，他笑笑说不
管，他来过一趟了，他要拿证回去，国家
政策都说最多跑一次，办不好他要告
我们。他讲着，愈发激动，声音也大
了。看到我认真的眼神，他又不由自
主地浅笑，把音量降下来。我注意到
一个细节，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拿受
理回执，“没有回执表明当时资料不全，
工作人员没有受理你的申请，如果只
是你把回执搞丢了，我们的系统也会
留下办理痕迹的。”这期间，他要么把头
低下去，要么扭头不看我。无论我怎

样与他解释办证安全的重要性，一遍
遍说明重要资料不全不会受理，他都
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地说，他不管，他要
办证，否则他今天就睡在大厅不走了。

室外已经天黑，下着小雨。单位
工作人员大多下班了，潮湿的冷风从
大门吹进来，感觉越来越湿冷。大厅
只剩下他、值班科长和我。值班科长
是当妈妈的，她不知是着急太晚下班
还是受凉，脸色暗暗的，保安偶尔探头
在门口闪一下，可能担心这边出状
况。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因
对古先生不了解，不好妄自猜测他的
身体和心理状况。换位思考，他从上
海来一趟确实不易，人生地疏。有一
个他信得过的人劝劝就好。想到这
里，我问他能否告诉我们他妻子、孩
子、弟弟或其他亲人的电话。他对妻
子和弟弟避而不谈，又说不想打扰女
儿，这事是他和律师办的。我顺着他
的意思，请他把律师电话找给我。他
弄了半天手机，表示只有律师的微信，
手机号删掉了，看着我满脸的疑惑，他
把手机递给我。我在名为朱律师的微
信号下一眼看到了手机号，马上让值
班科长与朱律师取得联系，请律师说
服古先生。

朱律师了解事情后，请值班科长
把电话递给古先生。大厅里顿时回荡
起吴侬软语快节奏的对话，我们听不
懂，五六分钟后，古先生挂了电话，笑
着说，律师答应帮他准备材料寄给我
们。我肯定地安慰他，材料齐全我们
会尽快办理的，到时你还是找6号窗
的同志办理，一边把他送到一楼出口。

后来，朱律师很快把古先生遗忘
在家里的办证材料寄给了我们，古先
生的证很快就办妥了。

说服难以说服的人，事半功倍的
办法，就是尽快找到他信任的人。

（一）

守着前山河水看潮涨潮落
岁月的钟声常在心中敲响

河上桥从此岸连接到彼岸
不舍昼夜承载着车水马龙

清晨驶过前山河温馨怡人
黄昏回见前山河踌躇满志

与前山河前世有缘今生伴
与前山河的故事此起彼伏

读着前山河畔的波光细浪
心尘往事如竹舟缓缓驶来

（二）

当生命寸寸燃烧芳华渐枯
我们开始膜拜双脚的力量

生命可以是黑夜里的萤光
生命可以是剪春风的燕子

咆哮的江河书写历史精彩
飞奔的骏马呼唤伯乐再世

自然规律让万物相互依存
生存理当合乎生命的规律

爬山虎坚信阳光热爱空气
伸开绿手掌和暴雨掰手腕

当踏上心灵和身体的旅程
沿途风光定然是秀色可餐

（三）

晨曦从窗台扑向我的怀抱
很欣喜每天能与日光重逢

芭蕉树叶舒展开与我握手
感恩生命中这些自然风景

要是心是用雪花做成多好
她一定洁白无瑕芬芳诱人

思念是一朵谢了又开的花
这片海水有多少你的泪花

春天蹦蹦跳跳从远处走来
我打扮如新郎出门去迎接

今年稻田的谷粒一定饱满
我闻到了家乡米酒的醇香

（四）

自从第一个音符刻在石上
人的思想就有了飞翔翅膀

雄鹰翱翔在天空领略奇景
瀑布飞泻在河谷尽情腾跃

隐秘角落接受阳光的审判
自由的天空长满蓝天白云

揠苗的结果是禾苗的夭折
温室的花朵在烈日下枯萎

最快乐的时光是自己所想
最幸福的日子是自己所做

追求美好生活永远在路上
每个路人为世界拾一朵花

遗失声明
珠海恩轩工程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5001203
6002，编号：5810-04702955，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余天奎（身份证号：41302719720

4030019）系珠海市扬名房产开发有限
公司债权人，因资料流转中不慎遗失收
款收据三份（金额共:505625元）、扬名
广场一期物业认购书（一期五层5343-
1号）、扬名广场一期物业代理出租合同
（一期五层5343-1号）、担保合同（一期
五层5343-1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冰都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入

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具体证号如
下：574020211401032274002，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遗失医疗所

印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泷洲经济联谊会，遗失《财
政票据领购手册》编号：4404007500
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泽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5000
43859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和乾硅胶制品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1581（营运牌号）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L440407303700634，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鸿盈棋牌室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4040560006156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子木东学生服务中心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400MA53BB8H9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区质量技术监督检测

所遗失中国建设银行斗门支行专用户
开户许可证2份，核准号为Z5850000
127302，编号为 581000231364 和核
准号为Z5850000127402，编号为581
0002313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邦联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合同专用章、业务专用章、报关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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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日耀：
邓轩昂与曾金水于2021年1月14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曾金水受让

了邓轩昂依据（2019）粤0491民初45号民事判决书对贵方享有的全部债权权
益，现邓轩昂向贵方送达债权转让通知如下：

自2021年1月14日起，邓轩昂与贵方之间就上述生效法律文书而产生的
相关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清，届时由曾金水直接向贵方主张上述债权权益，由
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邓轩昂予以承担。

特此通知！
债权人：邓轩昂
2022年6月9日

债权转让通知

关于征求修改《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
产条例》《珠海经济特区电力设施保

护规定》意见的公告
为了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现向社会

公开征集对修改《珠海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珠海经济特区电力设施保

护规定》的意见。相关文本内容请登录珠海市司法局门户网站（http://sfj.

zhuhai.gov.cn/）“通知公告”、“政民互动——征集调查”或者“政府立法”

栏目查看。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以在2022年7月11日前，通过以下方

式向我局提出意见：

（一）信函：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96号309室
（二）电子邮箱：sfjlfyk@zhuhai.gov.cn
（三）电话：2662598

珠海市司法局
2022年6月10日

前山河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