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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土地通告
因产业发展及市政配套工程建设

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珠海经济特
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通告
如下：

一、珠海高新区管委会决定从
2022年8月15日起，依法对位于唐家
湾镇那洲、永丰片区二线公路及其两
侧 的 289,702.5257 平 方 米（约 合
434.55亩）珠海市大湾区智造产业园
项目配套二线公路升级改造项目用地
清理范围发布清理土地通告。具体清
理范围详见附图和现场界桩。

二、对于纳入依法补偿范围的青
苗及地上附着物（含临时设施），补偿
参照《珠海市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
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珠府〔2021〕
25号）的规定执行。经有关部门调查
认定违法的地上附着物或有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为不予补偿情形
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不予补偿。

三、项目建设用地范围的各用地
单位、经济组织或其他权利人，应当自
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配合珠
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和城市房

屋征收服务中心办理青苗及地上附着
物补偿登记手续及现场测绘丈量工
作。逾期未办理补偿登记手续及现场
测绘丈量工作的，其补偿内容以珠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和城市房屋
征收服务中心调查登记结果为准。

四、本通告发布当天，公证部门对
建设项目用地范围的地貌、涉及的青
苗及地上附着物的现状进行实景录像
和拍照取证，所得结果作为计算登记
补偿的依据。

五、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原地貌，不得
再进行种植、养殖和新建建筑物、构筑
物，所进行的新栽新种、新搭建和新添
附的其他一切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等一
概不作任何补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由该地上种养的单位或个人自行承
担。

六、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
条例》第二十五条，在限期清理的期限
内，既不清理场地、搬迁，也不签订青
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的，由属地
政府依法组织清理场地，因此而造成
的经济损失由该地上种养的单位或个
人自行承担。

特此通告。

附件：土地清理范围图
联系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

金峰中路199号
联系电话：0756-3629778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8月15日

尊敬的业主：
珠海市横琴新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商

务公寓（住宅）已具备交付条件，2022年8月25日起可正式
办理房屋交付手续。现将交付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1.办理交付手续前请您确认您已符合以下全部收楼条
件：①已付清全部房价款（含未到期款项、贷款机构已审批
未放款部分）；②已付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商品房买
卖合同》及附件约定的其它应付给出卖人之费用；③已付清
应付违约金（如有）；④办结《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及
不动产登记手续。

若您已付清全部房价款并办结《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
备案及不动产登记手续的，请您于2022年8月30日前，取
得全部收楼条件并与我司办理房屋查验、交付手续；该期限
届满，因您本人原因，未能与我司办理房屋查验、交付手续
的，视为我司已向您交付房屋且您放弃查验房屋的权利。

若您尚未付清全部房价款或未办结《商品房买卖合同》
网签备案及不动产登记手续的，则须于付清全部房价款并
办结《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及不动产登记手续之日起
15日内取得全部收楼条件，并在该期限内与我司办理交付
手续，若您未能在前述期限内与我司办理交付手续的，则该
房屋于前述期限届满之日视为交付且视为您已放弃查验房
屋的权利。

2.办理交付手续需提供如下资料：
A、《房屋交付凭单》原件（需至销售中心财务室开具）。
B、《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原件、房款收据原件。
C、业主本人身份证件原件，未满16周岁的业主还需提

供户口本原件；单位购房的，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或机构登
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经办人同时需提供授权委托书
及身份证件(原件)。

D、业主本人1寸彩色照片2张。
E、业主本人广发银行借记卡（储蓄卡）1张或存折1本

（用于物业管理服务费及公共水电费的托收）。
F、业主本人行驶证或行驶证复印件（用于物业门岗录

入车牌）（如有）。
3.办理交付手续的程序：
A、办理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

金融中心大厦（IFC）交付接待现场。如您未提前预约或未
预约成功的，届时将无法为您安排办理交付手续，请您谅
解，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咨询电话：0756-8930888。

B、请您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措施及带齐上述相关资料，
由客服人员陪同您完成房屋交付手续。

4.如业主因特殊原因不能前来办理交付手续的，可委
托他人代为办理，受托人除需要备齐上述第2项中的各项
资料以及受托人身份证件外，还需提供业主本人经公证的
委托书（公证文书必须为中文，如属境外公证文书，须由公
证文书签发地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进行认证，并提供中文
译本）。

5.本通知未列明的事宜，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
件的约定执行。

珠海横琴新区十字门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5日

房屋交付通知

尊敬的业主：
珠海市横琴新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商

务公寓（住宅）商品房所属项目已办理完毕初始登记，现已取
得《商品房地产权权属证明书》，该项目商品房已具备申请办
理《不动产权证书》的条件，若您已符合办理《不动产权证》条
件，即日起可按如下程序办理：

1.请您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代领资料的须携带
公证委托书）前往珠海市横琴新区华金街58号 43楼销
售中心向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领取相关缴纳税费（含契
税）资料。

2.若您符合契税优惠条件的，需您本人持相关缴税资料
自行前往珠海税务局办理缴纳税费（含契税）事宜。若您不
符合契税优惠条件的，您可以选择自行前往或委托办证律师
前往珠海税务局办理缴纳税费（含契税）事宜。

3.您须将《税收完税证明》提交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并
按照要求提供办理该商品房《不动产权证书》所需的全部资

料。若您已签署《履约协议书》，须按照《履约协议书》约定的
期限提交《税收完税证明》，否则我司有权追究您逾期提交
《税收完税证明》的违约责任。

4.如您未能及时提交《税收完税证明》及办理《不动产权
证书》所需的全部资料，导致该商品房未能按照《商品房买卖
合同》及相关文件约定的时间内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由此
产生的法律责任将由您本人承担，我司保留追究您违约责任
的权利。

5.为使您能顺利办理相关手续，请提前与广东朗乾律师
事务所预约领取资料，及详细咨询办理细则，联系电话：
0756-3139102 。

6.珠海税务局咨询电话12366。

珠海横琴新区十字门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5日

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通知

新华社巴黎8月12日电《法国足球》
杂志12日公布了2022年金球奖30人候
选名单，上赛季帮助皇家马德里队夺取西
甲和欧冠“双冠王”的法国球星本泽马作为
得奖最大热门入选，而七次金球奖得主梅
西则16年来首次落选候选名单。

今夏从拜仁慕尼黑队转会至巴塞罗那
队的莱万多夫斯基、曼联队的五次金球奖
得主C罗、曼城队的中场核心德布劳内、效
力托特纳姆热刺队的凯恩和孙兴民等知名
球员入选本次名单。而今夏上演了一出转
会“肥皂剧”、最终留守巴黎圣日耳曼队的
姆巴佩则成为法甲联赛唯一入选的球员。

上赛季转会至巴黎圣日耳曼的梅西没
有出现在30人大名单中，自2006年首次
入围金球奖候选人名单后，这位阿根廷球
星在本次金球奖前从未缺席过候选名单，
职业生涯七次拿下金球奖，是历史上获得
该奖项次数最多的球员。

2022年金球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17
日在巴黎的夏特莱剧院举行。

16年来首次落选
金球奖候选名单

梅西今年没戏

新华社北京8月 14日电 同一个泳
池，全新的世界纪录。当地时间13日，17
岁的罗马尼亚新星波波维奇在罗马欧洲游
泳锦标赛上，以46秒86的成绩改写男子
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成为该项目历史
上最年轻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前世界纪录46秒91已尘封13年之
久，由巴西名将西埃洛在2009年罗马游泳
世锦赛创造，同样是在这个泳池。

13日的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高手
如云，波波维奇在前50米转身时处于第二
位，成绩是22秒74，后半程他逐渐占据优
势，并率先触壁。匈牙利蝶泳名将米拉克
以47秒47名列第二，意大利选手米雷西
以47秒63收获铜牌。

“赛前我觉得要对‘打破世界纪录’这
件事保持耐心。现在比赛结束了，我浑身
酸痛但是热血沸腾，能够打破2009年西埃
洛创造的世界纪录，这感觉非常好，一切都
是值得的。不过全部比赛还没有结束，漫
长的赛季也没有落幕。”波波维奇在赛后
说。

由于尚未年满18岁，波波维奇在一举
打破世界纪录的同时还刷新了世界青年纪
录、欧洲纪录、欧洲青年纪录和欧锦赛赛会
纪录。

波波维奇游出46.86秒佳绩

男子百米自由泳世界纪录
被17岁小将破了

五大联赛刺激一夜

豪门都在赢球
曼联“一枝独秀”

北京时间8月13日晚至8月14日凌晨，欧洲五大联赛上演豪门的多场比赛，曼城、
巴黎、国际米兰、AC米兰、亚特兰大、阿森纳六大豪门接连取胜，继续联赛争冠之旅，唯
独曼联两连败，英超联赛耻辱垫底。

豪门纷纷赢球，但这一夜，梅西、哈兰德、莱万、C罗四大巨星同时哑火。

阿森纳完胜莱斯特城

今夏由曼城转会至阿森纳的巴西
前锋热苏斯上半场脚踢头顶独中两
元。下半场，莱斯特城利用主队后卫
解围失误送上的“乌龙大礼”追回一
分，但他们的门将2分钟后就出现致
命失误，被热苏斯抢断皮球顺势横敲，
由扎卡打空门得手。

“狐狸”第74分钟由麦迪逊低射
破门，将双方差距再度缩小到一球，但
仅一分钟后热苏斯就助攻马丁内利，
将比分定格在4:2。阿森纳收获英超
两连胜。

曼城火力全开状态正佳

尽管伯恩茅斯上周力克阿斯顿维
拉，重返英超后实现“开门红”，但面对
强大的卫冕冠军曼城实在难以招架，
上半场即三度城门失守。尽管伯恩茅
斯坚定不移专注防守，但易边再战后
他们还是再丢一球。坎塞洛第79分
钟禁区左侧横传，球打在客队后卫腿
上折射入网，最终曼城4:0实现完胜。

米兰双雄迎“开门红”

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新赛季13
日打响，米兰双雄均迎来赛季“开门

红”，AC米兰主场4:2逆转乌迪内斯，国
际米兰客场2:1绝杀莱切。

卫冕冠军AC米兰开赛仅1分钟，便
出乎预料地被对手攻破大门。第11分
钟，卡拉布里亚造点，特奥主罚命中，扳平
比分。几分钟后，卡拉布里亚又助攻雷比
奇在禁区中路凌空破门，帮助米兰实现反
超。第68分钟，卜拉欣·迪亚斯助攻雷比
奇完成“双响”，最终比分定格在4:2。

国米客场对阵“升班马”意乙冠军莱
切的比赛中，国米2:1绝杀莱切，取得赛
季首胜。

亚特兰大开局顺利

亚特兰大在上赛季后半段陷入低潮，
遗憾丢掉欧战资格，本赛季亚特兰大卷土
重来，依然让人充满期待。新赛季揭幕
战，亚特兰大客场2:0完胜桑普多利亚，
把压力直接甩给了争四对手拉齐奥、佛罗
伦萨和罗马。

“大巴黎”主场大胜

13日，法甲足球联赛卫冕冠军巴黎
圣日耳曼迎来了新赛季的首个主场比赛，
因伤错过上周首轮联赛的姆巴佩回归，与
梅西和内马尔联袂首发，“大巴黎”以5:2
大胜蒙彼利埃队，取得联赛两连胜。

据新华社8月13日电

六大豪门全取3分

客战布伦特福德的曼联开场
35分钟内连丢四球，继此前1:2
主场败给布莱顿后又一次落败。
这一次，他们甚至没能实现一次
破门，只是带走4张黄牌。下一
轮，他们将主场遭遇利物浦。这
场0：4的失利是曼联历史上第一
次上半场英超客场丢4球，也是
自 1992 年以来英超第一次两连
败。

这样的比分也震惊了媒体和

球迷，曼联球迷纷纷在网上点评：
“这样的曼联要降级了”“我完全理
解C罗为什么想要离开曼联”“朗
尼克是对的。这支球队需要11名
新球员重建，这支球队已经完蛋
了”“巴萨不给德容发薪水是一回
事，但试图把他送去曼联则是纯粹
的残忍。”

还有很多曼联球迷高喊老板
下课，“格雷泽（家族）OUT”。就
连C罗的小外甥都在社交媒体写

道：“离开那里吧，舅舅。”
曼联名宿加里·内维尔则表

示：“我认为曼联本该踢得更好，但
他们被对手蹂躏且毫无还手之
力。曼联搞砸了一切，这简直令人
不敢相信，但这就是事实。”

另一位名宿里奥·费迪南德在
半场时就表示：“布伦特福德在蹂
躏我们，我把手机关了。我的头很
痛，心更痛……我需要帮助。”

（新体）

开场35分钟内连丢四球

C罗外甥看不下去：快点离开曼联，舅舅

从 2012 年夏天到现在的 10
年间，包括两位临时主帅，曼联已
经历经7位主教练，而在此期间，
莫耶斯率队赢得了社区盾，范加尔
率队赢得了足总杯，“狂人”穆里尼
奥赢得了欧联杯冠军、联赛杯冠军
与社区盾冠军。相对应的是，曼联
在这10年间花费了13亿英镑在

转会市场上收购新球员，但出售球
员的利润只有3.97亿英镑，净支出
高达9.09亿英镑，因为经常与球员
发生“绯闻”，甚至还催生出一个新
的绰号“抬价联”。

9月1日转会窗口就将关闭，
如今曼联也陷入了“恐慌式”的买
人策略中，而如今曼联的表现，无

疑也给了谈判对象坐地起价的资
本，“抬价联”又一次重现。

绯闻对象中尤文图斯后腰拉
比奥、斯图加特中锋卡拉奇克等
人，在主帅滕哈格的引进名单中都
是排名很低的人选，病急乱投医之
下，甚至连“问题球员”阿瑙托维奇
都一度成为了转会目标。 （新体）

10年砸13亿英镑

却始终没能完成球队重建

曼联上一次遭遇联赛客场
七连败还是在1936年9月，当
时共计11连败。当赛季老英
甲，曼城队史第一次夺得顶级
联赛冠军，曼联则遭遇降级。

曼联本次客场七连败（跨
赛季）比分：

曼城4∶1曼联
埃弗顿1∶0曼联
利物浦4∶0曼联
阿森纳3∶1曼联
布莱顿4∶0曼联
水晶宫1∶0曼联
布伦特福德4∶0曼联

曼联1936年后
首次联赛客场7连败

AC米兰队球员
雷比奇（右）独进两
球，获评当场最佳球
员。 新华社发

▶曼联病入膏
肓，C罗徒劳无功。

（资料图）

据新华社泰国佛统8月14日电 14
日在泰国佛统举行的2022年男排亚洲杯
决赛中，中国男排3:0战胜日本队，以全
胜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队继2012年后
第二次夺得亚洲杯冠军。

中国男排主教练吴胜赛后表示，中国
队对日本队比较了解，球员们基本上执行
了准备会上布置的技战术要求，“所以应
该说从第一局开始到第二、三局，大家都
打得不错”。

在赛会各单项奖中，张景胤获得最有
价值球员和最佳主攻称号，彭世坤和张哲
嘉获得最佳副攻称号。

张景胤表示，球队从之前在塞尔维亚
集训到来泰国参赛，在非常疲惫的情况下
依然能拿到亚洲杯的冠军，离不开整个团
队的努力。

亚洲杯后，中国队将继续备战世锦
赛。

中国男排战胜日本队

时隔十年
再夺亚洲杯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