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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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6-2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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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021、珠土储金工2022-16号、珠土储金工2022-18
号、珠土储金工2022-19号、珠土储金工2022-20号、珠土储金工202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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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符合下列条件且通过准入资格审查的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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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个人及联合竞买。

1.22106/GL-2022-0021用地项目用地产业发展方向
须为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鼓励类“二十八、信息产业”中“22、半导体、光电子器件、新
型电子元器件等电子产品用材料”范围。

上述准入资格由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核
准。

2.22107/珠土储金工2022-16号用地项目用地产业发
展方向须为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年本）》鼓励类“十一、石化化工”中“11.热塑性弹性
体材料开发与生产”范围。

上述准入资格由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核准。
3.22108/珠土储金工2022-18用地项目用地产业发展

方向须为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鼓励类第十三条医药、第十四条机械、第二十八条信息产
业、第三十一条科技服务业、第四十七条人工智能等。

上述准入条件由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事务局
核准。

4.22109/ 珠土储金工2022-19号用地项目用地产业
发展方向须为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
本）》鼓励类第十九条轻工、第二十八条信息产业、第四十三
条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等。

上述准入条件由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事务局
核准。

5.22110/珠土储金工2022-20号用地项目用地产业发
展方向须为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
本）》鼓励类第二十九条现代物流。

上述准入条件由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事务局
核准。

6.22111/ 珠土储金工2022-21号用地项目用地产业
发展方向须为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
本）》鼓励类第二十九条现代物流。

上述准入条件由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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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9时至
2022年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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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5
日 9时至2022年 9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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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6日17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22年9月15日9时。
截止时间：2022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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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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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756）7268021。

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事务局核准咨询及查勘
电话：（0756）771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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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22106/
GL-2022-0021

22107/
珠土储金工2022-16号

22108/
珠土储金工2022-18号

22109/
珠土储金工2022-19号

22110/
珠土储金工2022-20号

22111/
珠土储金工2022-21号

备 注

宗地位置

珠海市南水镇海能
路东北侧、洁能路
东南侧

珠海市南水镇石化
五路西北侧

珠海市南水镇宝裕
路东南侧

珠海市南水镇宝信
路东南侧

珠海市南水镇宝裕
路东南侧

珠海市南水镇宝信
路东南侧

1.上述地块按现状交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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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已基本平整，已达到“净地”标准，受让人不得以“未净地出让”为理由拒绝接收土地，不得在土地交付
后以“未净地出让”为理由申请办理宗地开竣工延期手续。
2.（1）22106/GL-2022-0021地块建筑功能以厂房为主，建筑功能以厂房为主，建设功能以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二十八、信息产业”中“22、半导体、光电子器件、新型电子元器件等
电子产品用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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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07/珠土储金工2022-16号地
块建筑功能以厂房为主，建设功能以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鼓励类“十一、石化化工”中“11.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开发与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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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08/珠土储金工2022-18号地块建筑功能以厂房为主，建设功能以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
本）》鼓励类第十三条医药、第十四条机械、第二十八条信息产业、第三十一条科技服务业、第四十七条人工智能等项目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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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09/珠土储金工2022-19号地块建筑功能以厂房为主，建设功能以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第十九条轻工、第二十八条信息产业、
第四十三条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等项目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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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10/珠土
储金工2022-20号地块建筑功能以厂房为主，建设功能以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第二十九条现代物流项目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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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11/珠土储金工2022-21号地块建筑功能以厂房为主，建设功能以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第二十九条
现代物流项目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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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述地块竞得人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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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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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2106/GL-2022-0021用地动工期限为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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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个月内；（2）22107/珠土储金工2022-16号用地动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
的土地交付之日起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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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月内；（3）22108/珠土储金工2022-18号用地动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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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月内；（4）22109/珠土储金工2022-19号用地动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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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月内；（5）22110/珠土储金工
2022-20号用地动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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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月内；（6）22111/珠土储金工2022-21号用地动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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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月内。
5.竞得人在办理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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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10/珠土储金工2022-20号与22111/珠土储金工2022-21号地块物流用地的建筑中用于物资储备、简单加工、中转配送等功能的建筑面积不应低于总建筑面积的60%，用于运营管理、批发展销等功能的建筑面积不
应超过总建筑面积的40%。
7.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33173.72

33583.25

92319.21

53885.68

49348.86

101166.54

规划
土地用途

二类工业用地

三类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物流用地

物流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容积率

2.0≤容积
率≤3.0
0.7≤容积
率≤1.8

1.0≤容积
率≤3.0

1.0≤容积
率≤3.0

1.0≤容积
率≤2.0

1.0≤容积
率≤2.0

准入产业类别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二
十八、信息产业”中“22、半导体、光电子器件、新型电子元器件等电
子产品用材料”范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鼓励类“十
一、石化化工”中“11.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开发与生产”范围

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第十三条
医药、第十四条机械、第二十八条信息产业、第三十一条科技服务
业、第四十七条人工智能等

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第十九条
轻工、第二十八条信息产业、第四十三条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
利用等

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第二十九
条现代物流

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第二十九
条现代物流

起始价(地面地
价元/m2)

人民币
510

人民币
506

人民币
633

人民币
633

人民币
633

人民币
633

增价幅度
(地面地价元/m2/次）

人民币
5

人民币
5

人民币
5

人民币
5

人民币
5

人民币
5

竞买
保证金（万元）

人民币
507

人民币
510

人民币
1753

人民币
1024

人民币
938

人民币
1922

投资强度
（元/m2）

≥人民币8000

≥人民币8000

≥人民币9000

≥人民币9000

≥人民币5000

≥人民币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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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

能够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养老金

关系亿万退休人员生活。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亓涛
25日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养老保
险事业快速发展，积累了坚实物质基
础，制度运行更加稳健，基金更可持

续，能够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亓涛在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

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说，2021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4.4万亿元，基金支出4.1万
亿元，当期收支总体平衡，略有结余，今
年以来基金运行继续保持平稳态势。

今年1月，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制度启动实施，对基金困难省份的
支持力度更大，上半年已完成1240亿

元的资金调拨工作，有力支持了困难
省份的养老金发放。当前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5.1 万亿
元，有较强的保障能力。

此外，财政有补助，长远有储备。
中央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的补助力度持续加大，今年达到
6500亿元左右，并重点向西部地区和
老工业基地倾斜。全国统筹实施后，
还建立了地方财政的投入机制。全国

社保基金有超过2.6万亿元的战略储
备，中央层面已划转国有资本1.68万
亿元充实社保基金。

今年我国按照4%的比例继续上
调退休人员养老金。“目前，增发的养
老金已发放到位。”亓涛说，“下一步，
还将综合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养老
保险制度不断改革完善，促进制度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保证养老金的按时
足额发放。”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能源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
知，部署促进光伏产业链供应链协同
发展，提出强化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
打击光伏行业领域哄抬价格、垄断、制
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在双碳背景下，光伏行业成为当
前最热门的赛道之一，在高速发展的
同时，行业也出现了囤积居奇、割裂市
场、区域封闭等问题。中关村新华新
能源产业研究院院长林玉认为，三部
门联合出手将有利于改善行业乱象，
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全链合作，稳定产
业供需。

通知要求规范行业秩序，促进产
业链平稳有序发展。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光伏产业链分为上中下游三
个环节，其中上游为高纯多晶硅的生
产，中游为多晶铸锭/单晶拉棒、切片、
光伏电池生产、光伏发电组件封装等
环节，下游则包括集中式光伏电站、分
布式光伏电站等光伏发电系统。

去年以来，光伏产业链供需矛盾最
突出的环节出现在上游资源端，作为主
要原料的多晶硅价格出现连续上涨。

来自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
分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单晶复投料成

交均价已达到30.6万元/吨，较年初
增长32%。

产业链供应稳定、原材料价格平
稳，是全行业的共同期待。通知要求，
鼓励企业和机构合理开展多晶硅及电
池等物料储备，严禁囤积居奇。各地
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强化
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光伏行业
领域哄抬价格、垄断、制售假冒伪劣产
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通知还强调优化产业布局，要科
学规划和管理本地区光伏产业发展，
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全国光伏市场建
设。根据产业链各环节发展特点合理

引导上下游建设扩张节奏，避免产业
趋同、恶性竞争和市场垄断。在光伏
发电项目开发建设中，不得囤积倒卖
电站开发等资源、强制要求配套产业
投资、采购本地产品。

光伏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废弃
光伏组件回收处理问题凸显。业内人
士指出，目前我国光伏组件的回收规
模较小，资源化的回收技术及模式还
未成熟。

通知也回应了这一热点关切，要求
加强光伏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碳足
迹核算，加快废弃组件回收技术、标准及
产业化研究。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严厉打击哄抬价格、垄断、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部门出手整治光伏行业乱象 新华社柏林8月24日电 德国首
条运行氢能列车的铁路线路24日在北
部下萨克森州正式启用。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是一条区域
线路，长约100公里，运行由法国阿尔
斯通公司设计、在德国组装的14辆氢
能载客列车“Coradia iLint”。这些列
车使用纯氢气作为燃料，从环境空气
中收集氧气，在燃料电池中将这两种
气体转化为电能，行驶时只产生蒸汽
和冷凝水，且噪音很低。此前这条线
路主要运行柴油列车。

阿尔斯通公司介绍说，这种列车
的续航能力为1000公里，最高时速可
达140公里。1公斤氢气可替代约4.5
升的柴油，能明显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下萨克森州州长斯特凡·魏尔当

天在启用仪式上表示，这标志着当地
交通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道路上的又
一个里程碑。

阿尔斯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
会主席亨利·普帕尔-拉法热当天在一
份声明中表示，零排放交通是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这种氢能列车
体现了绿色交通与先进技术的结合。

据了解，这种氢能列车获得了德国
“国家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创新计划”支
持，该计划旨在通过资助，在交通部门发
展有竞争力的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

有分析人士认为，德国和欧洲的
主要铁路线路正经历电气化改造，但
在部分使用相对较少的区域线路上，
直接连接电网的成本过高，使用氢能
转化而来的电能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使用纯氢气作为燃料 从空气中收集氧气

德国启用首条氢能列车线路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经中
央军委批准，全军统一制发《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士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士
退休证》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
士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士退
休证》，从2022年9月1日正式启用。
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各级高
度重视证件制发工作，严密筹划组织，
严格按照规定办理。

这次统一制发的上述证件沿用现
行本芯证件式样，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保持证件号码唯一性，军士证、警

士证统一采用“士”冠字头加数字形式
编码，军士退休证、警士退休证分别采
用“军退”、“警退”冠字头加数字形式编
码；二是保持与现行其他军队人员证件
设计风格一致，简洁庄重、美观大方，封
皮颜色均为正红色，采用阻燃防水材
料，背面凹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监
制”；三是防伪程度较高，证芯使用专用
证券纸和专色油墨定制生产，运用浮
雕、定位水印、安全线、解锁、缩微文字、
无色荧光、加密二维码等多项防伪技
术，易于识别检验。

经中央军委批准

全军统一制发军（警）士相关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