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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富山）
（交易序号:22097、22098、2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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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富工2022-13号、珠自然资富工2022-14、珠自然资富工202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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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符合相应的准入产业类别范围及地方产业发展

导向。
上述准入条件由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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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9时至2022年9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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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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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9时至2022年9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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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17
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22年8月26日9时。
截止时间：2022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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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富山分局：（0756）5659105（地址：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珠峰

大道1号）；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0756）5659795（地址：珠海市富

山工业园珠峰大道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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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22097/

珠自然资富工
2022-13号
22098/

珠自然资富工
2022-14号
22099/

珠自然资富工
2022-15号

备注

宗地位置

富山工业园雷蛛大道西侧、规划
富港路北侧

富山工业园规划临港路西侧、规
划富港路北侧

富山工业园马山北路南侧、规划
临港路西侧

1.上述地块以现状（净地）供地。
2.上述地块绿地率、建筑密度等规划指标详见规划设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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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当天，与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珠自然资富工2022-XX号地块项目监管协议》（下称《项目监管协议》），如受让人未履行上述约定的，将解除《合同》，宗地
保证金不予以退还。如达到转让条件发生转让情况的，次受让人同时承接《项目监管协议》中的权利义务。
4.外地企业竞得的，须竞得地块后30日内在珠海市富山工业园范围内注册成立独资独立法人企业。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前注册成立独资独立法人企业，将土地权属登记至该独立法人资格公司，由该独立法人资格公司承担本合同
的所有权利与义务，不视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5.竞得人所建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广东省及珠海市环保政策的有关规定及富山工业园区产业政策、能耗要求，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必须满足防治要求。
6竞得人须按照相关规定另行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7.动工期限：自《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竣工期限：《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截止之日起三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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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上述地块土地价款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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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竞得人使用上述用地应当符合《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产业空间拓展行动方案>的通知》（珠府办函〔2022〕60号）相关要求。
11.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154097.24

99000.65

84523.46

规划
土地用途

二类
工业用地

二类
工业用地

二类
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容积率

大于等于2.0且
小于等于3.0

大于等于2.0且
小于等于3.0

大于等于2.0且
小于等于3.0

准入产业类别

发展符合园区优先发展产业方向的制造业项目

发展符合园区优先发展产业方向的制造业项目

发展符合园区优先发展产业方向的制造业项目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万元）

人民币≥100000
人民币≥70000
人民币≥55880

起始价
(地面地价元/m2)

人民币
429

人民币
434

人民币
435

增价幅度
(地面地价元/m2/次）

人民币
5

人民币
5

人民币
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人民币
3300

人民币
2100

人民币
1800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斗门“白
蕉海鲈”首次“游”进北京市场。在珠
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联络协调
下，5日上午，珠海润兴永发海鲈鱼养
殖专业合作社与北京农产品流通协
会，在珠海聚鑫汇食品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并获授牌“北京农产品供应
基地”。此举意味着每天会有2万斤
冰鲜“白蕉海鲈”进入首都“菜篮子”，
为北京市民提供安全、放心的优质农
产品。这是北京农产品流通协会在我
省授予的第一块“北京农产品供应基

地”牌子。
5日早上，在位于斗门井岸镇草

朗村的珠海润兴永发海鲈鱼养殖专业
合作社基地（以下简称“润兴永发合作
社”），鱼塘相连，一眼望不到边。“基地
面积目前有17000亩，主要养殖海鲈
鱼和黄花鱼。”润兴永发合作社董事长
蔡巧玲介绍，基地内水网纵横，咸淡水
资源得天独厚，非常适合养殖海水、淡
水鱼类。

5日上午，在珠海聚鑫汇食品有
限公司，斗门区农业农村局与北京农

产品流通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润
兴永发合作社与北京农产品流通协会
签订合作协议，并获授牌“北京农产品
供应基地”。此举意味着每天会有2
万斤冰鲜“白蕉海鲈”，源源不断地进
入北京市民的“菜篮子”。据悉，这些

“白蕉海鲈”由润兴永发合作社生产或
组织货源，经珠海聚鑫汇食品有限公
司加工成为冰鲜产品后，通过冷链运
输进京。

“这是‘白蕉海鲈’首次通过北京
农产品流通协会进入北京市场。”北

京农产品流通协会秘书长陈亚中表
示，斗门“白蕉海鲈”是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品质和口味闻名遐迩，将
为北京市民提供稳定、安全、放心的
优质美味佳肴，希望当地政府部门做
好监管工作，在基地建设方面更上一
个台阶，生产质量更好的“白蕉海鲈”。
珠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侯广军表示，
办事处将继续做好把“白蕉海鲈”运进
北京“菜篮子”工作后续的沟通、协调和
服务，进一步为推动珠海农产品产销
对接、产销合作献计献力。

陈亚中介绍，斗门养殖的虾蟹等
农产品，也将陆续纳入“北京农产品供
应基地”范围，通过增加农产品种类，
降低物流成本，丰富餐桌供应。

斗门区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斗门建立“北京农产品供应基
地”，可谓一举三得，即促进“白蕉海
鲈”产业发展、增加农户收入、令市场
供需稳定安全。“下一步将严把‘白蕉
海鲈’质量关，加大检验检疫力度，加
大对水产品加工企业的支持，为丰富
首都的‘菜篮子’作贡献。”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终于回家
了！”8月5日下午，广东省援澳核酸采样队
的653名队员，顺利结束在金湾区人才港
健康驿站的闭环集中管理，乘坐大巴返家，
很快他们将重新奔赴各自岗位，投入日常
医疗救治工作中。

澳门自6月18日出现本轮新冠肺炎疫
情后，应澳门特区政府请求，根据国家、广
东省的统一部署，珠海市迅速成立援澳抗
疫总指挥部和前线对接协调指挥部，并组
派由653名精干医护人员组成的广东省援
澳核酸采样队，于6月30日和7月3日分两
批进驻澳门开展核酸采样工作。7月4日
至23日，珠海前线指挥部累计派出医护人
员9446人次支援澳门全员核酸检测，累计
采样逾218万人次，约占全澳采样总数的
32%。

8月5日下午2时30分，在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结束闭环管理的援澳核酸采样队
队员拎着行李，陆续走出所住楼栋。前来
迎接的同事们已早早等在楼下，为他们送
上一束束鲜花。朵朵鲜花映着盈盈笑脸，
现场洋溢着重聚的喜悦。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澳门已经实现
社会面“清零”，8月3日18时起，澳门入境
珠海人员持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入境后
不再执行此前集中隔离措施。“一个多月的
同心战‘疫’，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也收获了澳门同胞的友谊，接下来我们将
继续做好珠海市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珠海
援澳抗疫前线对接协调指挥部办公室副主
任、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柴宏亮介绍，
653名援澳核酸采样队队员已全部解除闭
环集中管理，很快将重新奔赴各自岗位。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8月5
日，金湾区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全民参与常
态化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启动，7支新
志愿服务队伍成立，进一步壮大了金湾区
志愿服务力量，同时带动更多市民投身到
珠海市深化文明城市建设的热潮中。

据了解，金湾区全民参与常态化志愿
服务包括交通指引、道路清洁、门前三包督
导、共享单车规整、文明养犬倡导等丰富多
样的内容，由金湾区224个志愿服务团体
超过8万人的志愿者共同完成。今年以
来，全区累计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文明倡
导、文明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近1000余
场，参与志愿者超5万人次，累计志愿服务
时长超17万小时。

本次新成立的7支志愿服务队分别是
“文明骑手”“文明商户”“志愿警察”“返乡
大学生”“夕阳红”“红领巾”志愿服务队以
及金湾区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志愿服务青年
突击总队。7支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从小学
生到长者，涵盖了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人
群，成为全民参与常态化志愿服务的新鲜
力量。

共青团金湾区委员会副书记陈木森表
示，接下来，团区委将以文明宣传与环境卫
生整治为重点，开展更多更实更丰富的志
愿服务活动，助力文明城市建设，让更多的
市民共享建设成果。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金湾区委员会与金
湾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共同主
办，由金湾区青年志愿者协会承办。

本报讯 记者吴梓昊报道：为倡导绿
色、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加大垃圾分类
宣传力度，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积极性，8月
3日下午，斗门区乾务镇垃圾分类办联合
乾南社区居委会，在广银大都会小区开展

“文明心中装·垃圾分类放”垃圾分类主题
活动。

活动现场，8名志愿者向市民派发宣
传手册，并面对面讲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和注意事项，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到垃圾分
类工作中来。此次活动还开展了垃圾分
类互动小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加。志愿
者结合生活中常见的垃圾分类问题，让市
民在游戏中了解垃圾分类知识并学会正
确分类，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笑声此起
彼伏。“活动很有趣，让我学习到了不少垃
圾分类知识。”一位市民说。

乾务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增
强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让绿色
低碳的理念深入人心，促使更多居民参与
到垃圾分类中来，成为垃圾分类的宣传
者、践行者，进一步增强垃圾分类你我参
与、人人爱护环境的意识。

斗门区乾务镇

开展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文明心中装
垃圾分类放

“老公，欢迎回家！”丈夫陈会拎着行李出来，香洲
区人民医院医务部护师潘玉婷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
拥抱。在近期的这轮战“疫”中，潘玉婷是前山街道密
接楼栋“扫楼大白”的“总调度师”，最高峰时一天要打
200多个电话，统筹安排70多个“扫楼大白”的调
配。潘玉婷的丈夫——广东省援澳核酸采样队队员、
前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陈会，同样奋战在澳门
抗疫一线，统筹80名队员的采样排班，调配各类物资
供应，常常忙到凌晨2点多。

“我们既是夫妻更是战友，在疫情防控面前，并肩
作战便是最好的相守。”陈会告诉记者，能在解除闭环
管理的第一时间见到妻子，非常开心，虽然七夕节已
过，但这个迟到的拥抱更珍贵。

用双倍坚守诠释夫妻大爱的还有叶宏龙、吴洁茹
夫妇。吴洁茹是香洲区人民医院门诊护理小组长，7月
初与其丈夫放射科医生叶宏龙将年幼的儿子交由姑
姑、姑父代为照顾后，主动请缨，成为援澳抗疫战场上
的一对伉俪。“珠澳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我丈夫有很多
叔伯兄弟居住在澳门，我们对澳门有很深的情感。”在
吴洁茹看来，有机会为澳门同胞尽一份力，非常自豪。

一个多月的异地抗疫，吴洁茹最牵挂的就是6岁的
儿子。5日一早，听说爸爸妈妈要回家，吴洁茹的儿子
老早就等在小区楼下。妈妈刚一下车，他便迫不及待
地奔向妈妈的怀抱。“妈妈我好想你，我以后也要当像
爸爸妈妈一样的超人！”听到儿子稚嫩的声音，吴洁茹
忍不住哭出了声。

平安归家！

653名援澳核酸采样队队员解除闭环管理

“我们
既是夫妻更是战友”

“有机会为澳门同胞尽一份力，
非常自豪”

队员们解除闭环管理，乘坐大巴返家。
通讯员 刘星 戴甜 摄

叶宏龙吴洁茹夫妇及小孩。

陈会潘玉婷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