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鹤洲）
（交易序号:22062）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珠海市人民政府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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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鹤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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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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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

受个人及联合竞买。
竞得企业今后投资项目，需符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版）》中第一类鼓励类第二十九条

现代物流业“第3点现代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第4点多式联运转运设施建设”“第8点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开发及建设”“第9
点物流枢纽建设与运营”的范围。

上述准入条件由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科技创新和商务局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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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9时至2022

年7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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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9时至2022年7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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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17

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22年7月6日9时。
截止时间：2022年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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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洲新区筹备组规划和自然资源局：（0756）8935762（地址：珠海市宝盛路6号）；
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科技创新和商务局：（0756）8938615（地址：珠海市宝盛路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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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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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宗地位置

洪湾大道东侧、红
联二路北侧

1.上述地块以现状（净地）供地。
2.上述地块绿地率：≤ 20%，建筑密度：一级建筑覆盖率≤ 60%，二级建筑覆盖率≤ 30%。
3.上述地块建设规模：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62945.22平方米且≤125890.44平方米(其中口岸设施用地≤15%，物流仓储用地≥85%）。
4.竞得人建设方案应经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同意后实施，建设完成并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应将口岸配套设施部分无偿移交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
5.上述地块项目口岸配套设施用地面积在8000平方米到9441.75平方米之间，口岸配套设施计容建筑面积在9441.75平方米到18883.56平方米之间。主要口岸配套设施包括：园区围网、进出卡口及控制室、卡口缓冲区、轮候停
车场、卡口附属楼、海关查验平台、货物暂扣仓、消杀中心、检疫处理房、CT型行包/货物智审系统、港澳司机候工房、隔离室、海关综合业务用房、海关员工宿舍、海关信息化系统、场内交通等，口岸配套设施投资不小于6800万元。
由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口岸主管部门核准。
6.上述地块项目投资总额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含土地价款）。竞得人须自2025年起，每年在鹤洲区域实现土地产出率不少于100万元/亩，自2027年起，每年在鹤洲区域实现土地产出率不少于120万元/亩，口岸配套设施涉及的
土地面积不纳入考核范围。自2025年起，每年在鹤洲区域实现税收（不包含关税、代扣代缴个税及当年出口退税的鹤洲财政承担部分，下同）不少于15万元/亩，自2027年起，每年在鹤洲区域实现税收不少于20万元/亩，口岸配
套设施涉及的土地面积不纳入考核范围。自2025年起每年实现进出口贸易额不少于250亿元人民币，自2027年起每年实现进出口贸易额不少于500亿元人民币。
7.竞得人须在本合同签订前向出让人提交与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项目监管协议》，并按《项目监管协议》中有关投资强度、产出效益、税收贡献强度、建设周期等约定开发建设本地块；如受让人未能在签订
《成交确认书》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与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监管协议》，导致《项目监管协议》未能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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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人
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8.竞得人须承诺，本项目建成后，除无偿移交的口岸配套设施外，物业由竞得人100%自持，自持年限与出让年限一致，竞得人不得以出让股份形式变相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改变该项目的实控方。如确有出让项目公司
股份的必要，必须获得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书面同意。
9.竞得人须按照相关规定另行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0.上述地块动工期限：自土地交付之日起3个月内正式动工建设。竣工期限：自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之日起33个月内（即土地交付之日起36个月内）竣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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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上述地块支付出让金期限：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分两期付清。其中，首期即土地价款的50%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其余50%土地价款
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支付。分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
13.上述地块竞得人须清晰了解出让地块周边规划现状及地块所处区域规划发展动态，并无条件接受地块以外规划调整一切事项。
14.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62945.22

规划
土地用途

口岸设施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出让
年限

20年

容积率

≥1.0且≤2.0

准入产业类别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版）》中第一类鼓励类第二十九条
现代物流业“第3点现代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第4点多式联运转运
设施建设”、“第8点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开发及建设”、“第9点物流枢
纽建设与运营”的范围

起始价
(地面地价元/m2)

人民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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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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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粤北女子包初六好一个粤北女子包初六
□ 王海玲

让教育的容器装下更多理想让教育的容器装下更多理想
□ 白军胜

序与跋
书里人生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写序是一个力气活，下笔分寸颇费
斟酌。当珠海作协秘书长钟建平建议由
我给长篇小说《怎么快乐怎么过》作序，
而这个建议由作者何抗生本人向我提出
时，我惟有欣然受命，接下这力气活，原
因是各方面的，首先我和抗生认识的历
史超过三十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986
年，当我作为珠海特区报记者，满城奔走
采访时，何抗生作为当时的珠海商检局
局长就接受过我的采访。之后我由记者
转为编辑，主持文艺副刊，抗生充满生活
气息、十分精致的散文就为我们报纸的
版面增添了光辉。其次，抗生2007年退
休了，他人虽退休，但在文学上的追求却
迈开了新的步子，他退休之后在文学上
取得的成绩，让我这个资深编辑不得不
惊叹，说一声佩服。抗生所著的三部长
篇小说，以及一部俏皮充满讽刺意味的
中篇《画皮新传》，在未出版时，除第一部
长篇《良知》外，我都读过。如果没有记
错的话，《画皮新传》我是和诗人胡的清
同步看的，我们俩对它还进行了热烈讨
论，那个中篇写一个贪官形象，丑恶而不
自觉，幽默趣致，快人快语，有很强的阅
读快感。之后“画皮”在《精彩》杂志发
表，亦是好评如潮。基于上述原因，为抗
生的新长篇作序，我虽人微，却不能辞，
序必须写，认真成文，方不负他那一颗为
文学跳动的拳拳之心。

还是从抗生的三部长篇说起。2005
年他的第一部长篇《良知》由花城出版社
出版，这部长篇以海关商品检验与地方
政府为解决生产瓶颈共策共力、促进地
方经济发展为背景展开。由于题材敏
感，牵涉方方面面，更由于他当时还在任

上，所以第一部长篇作者署名麦平。抗
生说，“麦”为其母亲姓氏，“平”为父亲名
中一个字，这个笔名源自纪念自己的双
亲大人。

记得2007年秋天，我因为颈椎问题
在中医院住院，突然接到抗生的电话，他
说，海玲编辑，我新写了一部长篇，你能
不能帮着看一看？我说，能，可是现在不
行，现在我在住院。他说，我来看你。然
后我在病房里拿到了三十多万字还未出
版的长篇原稿《总有那一天》。之后，我
从编辑的角度和抗生交换了意见，这个
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部长篇还
是由花城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时的抗
生已经退休，这部长篇署名也由笔名
麦平转为本尊——何抗生。第二部长篇
题材是跨度为半个多世纪的粤北家乡纪
事，由解放前写至改革开放后。和第一
部长篇《良知》相比，同样是大部头，然，
叙述更沉稳，故事的展开呈多角度多线
条，人物形象丰满、性格鲜明，将中国历
史中的长长一段通过自己的笔触折射了
出来，颇有厚重感。

这里我要提一句，他对于电脑的使
用还比较初级，他的创作步骤是这样的：
先自己用笔一页页写出来，然后到街边
的复印小店，花钱请电脑小姐将文字一
个个打出来。我前面曾说，写序是个力
气活。这里套用一下，对于他来说，写作
是个费钱的东东。然，这个费钱的东东，
却滋润着他的退休生活，这个滋润即是
所谓的精神所谓的心灵也。《总有那一
天》出版后，据我所知，一时洛阳纸贵，不
仅珠海新华书店大卖，他的家乡书店也
卖到断货。

2020年上半年，突来的新冠疫情使
得大家心情黯淡，裹足在家。那段时间，
餐饮刚刚恢复堂食，抗生便约我们几个

文友餐聚，大家谈笑甚欢，没想到他将长
篇新作《怎么快乐怎么过》通过微信分享
给我们。原来在我们裹足在家的日子，
抗生完成了他的新长篇。疫情里，我们
无所事事，只会发愁。而抗生却在自己
的文学园子，培育出了这灿烂的长篇之
花。

我将微信文件传送至电脑，花三天
的时间看完了这个新长篇，意犹未尽
呀。新长篇依然有着长长的时间跨度，
依然是一面时代的折射镜。故事从改革
开放之初的1978年缘起，通过一个来自
粤北宁兴县十七岁叫作包初六的女孩展
开故事画卷。这画卷缓缓展开，这个十
七岁由粤北偷跑到广州的女孩，历经艰
辛一路走来，她的步履带着时代的风，裹
着家乡的人情世故。在艰辛中，她成长
为广州大厂的财务科长，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粤北，包初六的故事仿佛一个
传奇……然后，她退休了，因老伴去世，
儿子成家，包初六回到粤北家乡养老，在
家乡围绕着包初六发生了一些看似喜剧
实则并不喜剧的故事。在某些拜金攀比
心态盛行的地方，这让被别人以为是富
豪实则不过是一个退休工薪阶层的包初
六左右为难。“包初六的为难”我以为是
这部长篇的意义所在，它具有贴近生活
反映当下的那种尖锐。因为“这为难”，
包初六突围而出，发出了“怎么快乐怎么
过”的呐喊。

和之前的两部长篇相比，新长篇呈
现了一个新姿态，几乎通篇采用白描手
法，景物描写、心理活动鲜见。白描手法
是不好驾驭的，非一定功力不行。在文
学的道路上，抗生一直觉悟着前进着，可
喜可贺。

好在枯燥的序之后就是生动的小
说，我不必多说，诸君慢看，妙处自现。

最近看到几则视频，辽宁鞍山一
高中男校长穿着旗袍在操场为高三
毕业生开毕业典礼，高呼“我们的高
考要旗开得胜”；河南郑州高三男教
师穿旗袍在操场“走圈”为全校高三
考生能“旗开得胜”加油，这些具有象
征寓意的举动放在考生家长身上或
者女教师身上无可厚非，考场外有

“穿旗袍”的，有举“葵花”的，有举“甘
蔗”绑着“香蕉”的，但堂堂一名学校
长，作为政府部门的管理者、教育目
标的掌舵者、教育理念的实施者，“穿
旗袍”在高三毕业会上高呼“旗开得
胜”，先不说学校的教育理念，为那些
只关注孩子的考试而忽视核心素养
的家长起到一个不良的表率，这实为
不妥。

当我们的教育只剩下“旗开得
胜”，教育的培养目标成了什么呢？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阐释了义务教育培养目标的
总体要求：“义务教育要在坚定理想
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
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
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使学生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国家通过厘定培养目标，对“培
养什么人”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做
出了整体勾画和规定，反映的是义务
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刻背景和深远价
值。

当教育只剩下“旗开得胜”，教育
的理念就无法实施了。众所周知，在

“高考指挥棒”的困扰下，我们的教育

被考试背后的“功利”敲打得遍体鳞
伤。长期以来，我们的基础教育被

“唯分数、唯升学”的教学目的和评价
标准所绑架，没日没夜，“苦练备考”
已成为常态，这是当下教育的顽瘴痼
疾。在“旗开得胜”的功利下，我们的
教师就是熟练的知识搬运工，不断地
将书本知识灌输到学生的脑袋里。
教师是优是劣，就看你班上能考几个
重点；学生只要成绩好，就“一俊遮百
丑”。还有谁会在意学生的生活是否
快乐，学习是否愉快，人格是否健
全。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认为：

“是我们的教育理念出了偏差，教育
者心中缺少了大写的‘人’”，2022年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藉由核心素
养描绘了新时代学生的“画像”，为广
大教育工作者透彻了解学生、做“心
中有人”的教育者提供了有力支撑。

“高质量的蓝图，需要合格的施工者
才能把理念变为合乎要求的现实。”
如果我们把为实现学生“核心素养”
的教育理念押宝在“旗开得胜”上，岂
不幼稚。

当教育只剩下“旗开得胜”，学校
教育就没有生命力了。教育就会变
得狰狞、可怕，变成“皇帝的新衣”。
教育没有生命就没有了创造，学生都
成了考试的机器，教师和家长都演变
成了考试的奴隶。爱因斯坦在他的
《论教育》中说：“人们常常简单地认
为学校就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传授
给学生的工具,这是错误的认识……
学校的目标应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
独立行为，又视对社会的奉献为其人
生第一要义的个人”“对学校应直接
教授学生日后生活中要用到的专业

知识和专业成果这一认识，我持反对
态度……使学生成为人格健全、个性
和谐的人,而不是‘专家’，应始终成
为学校的目标……教育就是忘记了
在学校中所学的一切之后剩下的东
西”。这句“剩下的东西”最初是由斯
金纳在其《新科学家》里提出，后被更
加著名的爱因斯坦发扬光大了。著
名物理学家劳厄先生也提及，教育

“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发展思
维能力，教育无非是将一切已学过的
东西都遗忘时所剩下来的东西。”曾
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
德·莱文曾说过：“真正的教育不传授
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
学科和职业，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美
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普特南也曾表达
过接近的看法：“教育的目的是为了
使受教育者能继续进行自身的教
育”。现任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在迎
接2021级新生时引用哈佛艺术与科
学学院已故院长的话，教育的目标是
确保学生能辨别“有人在胡说八
道”。看来，把学校教育关注到“旗开
得胜”上岂不短视。

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校
长能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而高呼“旗开
得胜”，我们的学生不再遭受频繁的
考试和排名的折磨，我们的教师不再
当“满堂灌”教辅资料的匠人。

让教育的容器装下更多理想、健
康、人格、担当，而非“旗开得胜”的寓
言。

（作者系教育学博士，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教育学院副教
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