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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斗门区2020年度第二十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珠海市斗门区
2020年度第二十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
（粤府土审（04）〔2022〕6号），将珠海市斗门区
井岸镇东风村经济合作联社、尖峰股份合作经
济联合社、坭湾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的集体
土地1.1349公顷征收为国有土地。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珠海市斗门区
2020年度第二十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

二、征收土地范围：斗门区井岸镇东风村、

尖峰村、坭湾村（详见附图）。
三、被征收土地情况：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东风村经济合作联

社、尖峰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坭湾村股份经济
合作联合社的集体土地1.1349公顷，根据拟征
收土地现状调查，征地范围涉及征收珠海市斗
门区井岸镇东风村经济合作联社、尖峰股份合
作经济联合社、坭湾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农
民集体属下的集体建设用地0.6860公顷、未利
用地0.4489公顷。

四、批准时间及工作安排：
（一）批准时间：2022年5月7日。
（二）工作安排：
请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东风村经济合作联

社、尖峰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坭湾村股份经济
合作联合社及相关权利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30日内，持权属证明、征地补偿协议等，到斗
门区井岸镇征地拆迁安置办（地址：井岸镇井湾
路319号）申请土地征收补偿相关费用（征地补
偿费用已预付的除外），办理产权注销登记，并

将土地交付斗门区井岸镇。社会保障费用在本
项目获批后按相关制度规定和程序发放。

五、本公告公示期限为十个工作日，自发布
之日起计算。

六、详细征收土地范围、位置、坐标可到以
下单位查询：

斗门区井岸镇征地拆迁安置办，地址：井岸
镇井湾路319号，联系电话：0756-2786080。

珠海市斗门区征地和城市房屋征收服务中
心，地址：斗门区白蕉镇虹桥四路建设大厦七楼

702室，联系电话：0756-2789450。
特此公告。
附件：1.珠海市斗门区2020年度第二十一

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2.项目用地范围图。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22年9月6日

珠海市斗门区2020年度第二十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征地公告

项目用地范围图

为推进珠海市斗门区2020年度第二十一批
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的征收补偿工作，确保项目
工作顺利建设。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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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
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委
托组织实施征收土地工作的规定》以及珠海市其
他相关现行政策的规定制定本方案。

第一条 征收目的
因公共利益需要，为加快推进珠海市斗门区

2020年度第二十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建设，
珠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对项目用地范围内涉及的土
地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进行现场调查、丈量确认、
征收补偿。

第二条 征收范围和土地现状
本项目涉及集体建设用地0.6860公顷，未利

用地0.4489公顷共征收1.1349公顷集体土地，征
地范围详见附图和现场界桩。

第三条 征收工作主体和补偿实施单位
斗门区人民政府受珠海市人民政府委托，为

本项目的征收工作主体，按照属地原则，井岸镇政
府为本项目征收补偿实施单位。井岸镇政府作为
补偿合同甲方，签订土地和地上青苗及附着物补

偿协议书并支付相应补偿款，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斗门分局、斗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配合开展工
作。

第四条 征收集体土地涉及土地补偿费和安
置补助费补偿标准

项目征收集体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
费，补偿标准按《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
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珠府函〔2021〕
14号）执行。

第五条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一）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含临时设施）补偿标

准按《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征收（征
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的通知》（珠
府〔2021〕25号）执行。

（二）因征收原因造成承包户无法正常耕作或
村集体无法正常发包的，补偿当年租金。

第六条 集体建设用地的征收及调换
（一）对于已供地、未建设的集体建设用地（非

留用地）
1.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批准功能逐宗评估。
2.选择调地的，在本村集体所有土地上按等

面积置换。置换后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按本方
案第五条规定进行补偿。

（二）对于已办理用地审批、未建设的宅基地
1.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批准功能逐宗评估。
2.选择调地的，重新安排宅基地，面积不得超

过120平方米，如原批准的宅基地面积超过120平
方米的，超过部分通过货币补偿方式处理，补偿标
准按本款第1项执行。置换后土地青苗及地上附
着物按本方案第五条规定进行补偿。

第七条 安排留用地的标准
根据《印发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府办〔2009〕41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征收农村集体
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工作的意见》（粤府办
〔2016〕30号）的规定，按实际征收土地面积的
10%采取折算货币方式补偿。

第八条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的计提及发放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的计提及发放按《珠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关于印发珠海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审核办理流
程的通知》（珠人社规〔2021〕7号）执行。

第九条 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确认
项目建设用地范围的各被征收用地单位、集

体经济组织或其他权利人，应当在补偿安置公告
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配合井岸镇政府办理地上

建筑物、构筑物、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手续，逾
期不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井岸镇政府的调查结
果为准。

第十条 签订补偿协议的奖励
1、在规定时间内签订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

协议并清场的，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的
10%给予搬迁奖励；超出规定时间的或有抢搭抢
建行为的不作奖励。

2、具体规定时间和搬迁奖励标准由井岸镇政
府确定并上报区政府备案执行。

第十一条 土地补偿争议的解决
被征收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已签订的

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协议、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
偿协议，或者不服征地补偿决定，拒绝接受补偿费
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珠海
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委托
组织实施征收土地工作的规定》(珠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131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方案由斗门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方案自批准之日起施行。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9月6日

本报讯 记者张映竹 郑振华报
道：一月清辉照吾乡，珠澳共此好时
光。皎皎明月，万家灯火，又是一年中
秋至。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一
周年之际，“一江月 珠澳情”2022珠海
中秋晚会将于9月9日晚8时15分与
大家见面。

晚会由中共广东省委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工作委员会指导，中共珠海
市委宣传部主办，珠海传媒集团承
办，珠海演艺集团、珠海华发集团、澳
亚卫视协办，珠海九洲控股集团特别
支持。

今年中秋晚会的主会场设在珠海
中心大厦海边栈道，分会场设在九洲
集团游轮。珠澳两地的艺术家及青年
学子相聚云端，带来富有特色的艺术
表演，还有著名学者解读古诗词民俗，
共叙佳节情怀，共享团圆美好。据晚
会总导演晏激洪介绍，珠海中秋晚会
是与珠澳观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中秋
之约。今年，晚会在场地设计与节目
安排上进一步创新，将通过“海陆空”
全方位展示珠澳靓丽美景。

湾区升明月，星光奏长歌。除了
别具匠心的舞台设计之外，各类文艺
节目也亮点纷呈。晚会分为《月圆》
《人圆》《家圆》《梦圆》四大篇章，包括
传统粤剧、澳门土风舞、摩登舞、歌曲

联唱、器乐联奏、说唱、民族管弦乐演
奏等十二个文艺节目，其中不乏《真的
爱你》《少年》《春江花月夜》等脍炙人
口的歌曲，在中秋夜的光影斑斓中，一
首首经典将唱响珠澳夜空。除了文艺

表演之外，600架无人机编队表演也将
惊艳亮相。届时，欢迎广大观众朋友
通过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网、央视
频、澳亚卫视、澳门有线、南方+、触电
新闻、羊城派、观海APP进行收看。

珠海青少年交响乐团将珠海青少年交响乐团将
表演表演4040人大型弦乐人大型弦乐《《良宵良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程霖程霖 摄摄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杨小江
报道：“师傅，你这后面钢管都超出车
厢2米多了，要是转弯碰到行人和车辆
怎么办？太危险了！”“你的车超高了，
1 公里外都能看到，把车靠边停一
下！”“车载重4.1吨，你车厢里装了多
少水泥块，车棚都顶破了，还敢上
路”……9月8日上午，在南屏大桥北
段，香洲交警大队三中队指导员凌志
云和6名同事正在路面执勤检查。

中秋佳节将至，为了保障假期交
通安全畅通，珠海交警当日集合大批
警力开展节前交通安全整治。本次整
治主要针对不文明交通行为、影响假
期安全的违法行为、夏季交通整治重
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在我市高速公路、国省道、珠海大
道、珠海大桥等数十条主要道路及交
通事故多发路段、重点违法易发多发
区域、餐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开展交
通安全整治。

全警上路 全天候执勤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介
绍，当天全警上路、全天候执勤，整治
内容包括三项。

不文明交通行为整治：对车辆打
尖插队、司机开车打手机、不礼让斑马
线、违停、乱鸣喇叭、驾乘车不系安全

带（包括后排）、行人/非机动车乱穿马
路等行为进行整治；

影响假期安全的违法行为：车辆
逾期未年检、驾驶证逾期未换证、无证
驾驶等；

夏季交通整治内容：酒醉驾、非法
改装、飙车扰民、三超一疲劳、大车不
靠右。以及西部地区驾驶摩托车不戴
安全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违法上
路行驶等“6+2”类违法行为。

记者了解到，本次行动中，珠海交
警采取了“交警+无人机现场执法”、异
地用警执法、电子监控巡查、市民举报
等查处方式，警民携手整治交通违法
行为。

在四大重点时段开展整治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介
绍，假期恰恰是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
的多发时期，交警本次开展假期前整
治行动，分早高峰、平峰期、晚高峰、夜
间及下半夜等四个时间段有针对性地
开展整治。

首先是早高峰时段整治。当天7
时起，珠海交警在珠海大道、珠海大
桥、105国道、港湾大道、九洲大道、金
凤路、明珠路等易拥堵路段开展执法，
重点查处打尖插队、开车打手机、开车
抽烟等影响行车秩序的违法行为。

行动中，珠海大道、珠海大桥是交

警执法的重中之重，交警派出无人机
协助执法，发现车辆打尖插队，影响其
他车辆正常行驶，直接拦停进行处罚。

此外，交警在早高峰期间还严查
了三超一疲劳、大车不靠右、高速公路
占用应急车道等影响交通秩序的违法
行为。

而在交通平峰期，珠海交警继续
开展了第二轮整治行动，针对不同区
域特性严查不同类型的交通违法行
为。在市区，主要严查不系安全带（包
括后排）、不礼让斑马线、乱鸣喇叭、车
窗扔垃圾等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在
西部地区，则严查农村面包车超员，驾
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违法上路行驶等；在高速公路，
严查客运车辆超员、货运车辆超载、大
车不靠右、车辆逾期未年检、司机驾驶
证逾期未换证、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

此外，在本次执法行动中，医院、
学校、农贸市场周边、背街小巷也在交
警的查处之列，珠海交警联合我市城
管部门对大街小巷的车辆违停行为进
行了查处，维护城市交通路网的通行
秩序和安全。

在交通晚高峰时段，交警加大力
度查处妨碍交通秩序的违法行为包括
打尖插队、开车抽烟或打手机等。

在夜间及下半夜整治中，珠海交
警在全市各大主干道、商圈、酒吧、宵
夜档周边道路，结合夏季突出交通违
法行为专项整治百日行动的整治重
点，严查酒醉驾、非法改装、飙车扰民、
滥用远光灯等违法行为。

确保节日期间全市交通安全有序

珠海交警开展节前交通安全整治

节前全市交通安全整治现场。 本报记者 李建束 通讯员 杨小江 摄

用好决定中国命运的
“关键一招”

（上接 01 版）新时代的农村土
地改革以盘活土地资源，激活农村潜
力为落脚点，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
改革，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等
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接续推进，催生
出乡村振兴的巨大内生动力。

哪里有瓶颈制约，哪里就是改
革的主攻方向。

如何破除案件审理“审者不判、
判者不审”的顽疾？司法体制改革
给出答案。2017年 7月 3日，最高
人民法院举行首批员额法官宣誓仪
式，这标志着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全
国法院全面落实。员额制改革让司
法力量集中到办案一线，有效提升
办案质效，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实
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问题所指，改革所向。党的十
八大以来，司法机关通过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提高司法能力和公信力，
制约司法能力、影响司法公正的深
层次、体制性问题逐步解决。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引
导改革超越既有利益格局，环保督
察、河湖长制、国家公园等创新举措
陆续面世，美丽中国加快建设；加快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重塑重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
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推动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人民军队体制
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
新……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
心任务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制
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对改革
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
强。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
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性战役，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一次集中行动：仅在中央和国
家机关层面就涉及180多万人，新
组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3
个、更名4个，组建和重新组建部级
机构25个，调整优化领导管理体制
和职责部级机构31个……

避免“碎片化”，善打“组合拳”。
全面深化改革注重理清重大改

革的逻辑关系，既抓方案协同，也抓
落实协同、效果协同，在国企改革、
科技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等方面集中攻坚，改革充
分衔接、相互耦合。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金秋送爽，华灯璀璨。今年8月

31日晚，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国家
会议中心，迎来2022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发出坚定
不移对外开放的强音：“中国愿同世
界各国一道，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普惠包容、合作共赢，携手共促
开放共享的服务经济，为世界经济
复苏发展注入动力。”

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
破解难题：外商投资法和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正式施行，取消外资逐案
审批制；授权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
城市开展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

通关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构建
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等经贸盛会

“矩阵”……中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
界，激活自身发展的澎湃春潮，为全
球经济注入强大动能。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我们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
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凝聚起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强大力
量。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
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每
年近5000万困难群众得到基本生
活救助；改革完善住房制度，累计建
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
8000 多万套；持续开展“减证便
民”，各地方各部门清理证明事项
2.1万多项……一项项改革，聚焦群
众“急难愁盼”，强了信心、暖了人
心、聚了民心。

一批改革硬招实招击中要害，
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
祉的价值取向进行到底。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引导
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加快
建设养老服务体系，调整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改革智慧来自亿万人的创造，
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的道
路从哪里来？从群众中来。我们要
眼睛向下，把顶层设计同问计于民
统一起来。”

三明医改，这一来自基层的改
革探索，全国闻名。如今，这里又有
了新探索：乡村医生为村民看病抓
药的时候，会一次开出“三张处
方”——药品处方、生活运动处方、
饮食处方。

“面对群众的新需求，我们要想
方设法当好健康‘守门人’。要在基
层多做‘防’的工作，多做精细化的
健康管理。”当地的乡村医生说。

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浙
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深化
改革激发人民首创精神，凝聚起团
结奋进的共识。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经
四次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会议，审议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建
设、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等重
大议题，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
推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
革创新者胜。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以改革为先导、向改
革要动力，亿万中华儿女必将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中创造新的发展奇迹！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