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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0日 星期二08 体坛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斗门）
（交易序号: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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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工202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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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组织（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

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不接受个人或联合竞买：
竞得企业今后投资项目，须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第

一类鼓励类第28条信息产业第22项中半导体、光电子器件、新型电子元器件等电
子产品用材料制造建设范畴。

上述准入条件由珠海市斗门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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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9时至2022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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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9时至2022年10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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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
17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22年10月17日9时。
截止时间：2022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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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6621、2538130（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

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B座二楼）；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局咨询及查勘电话：（0756）5501590（地址：珠海市

斗门区白藤湖艺海小区4号）；
珠海市斗门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联系电话：0756-2783916,联系人：冯

先生）。
十二、网址：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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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22126/
珠自然资斗工2022-02号

备 注

宗地位置

斗门智能制造产业园新港
大道西侧、水厂路北侧

1.上述地块为闭合红线单宗土地，以现状（净地）条件供地。
2.上述地块绿地率：10%～20%。
3.上述地块建筑密度：一级建筑覆盖率≥30%。
4.上述地块支付出让金期限：受让人地价款自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下称《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5.上述地块动工期限：交付建设用地之日起12个月内。竣工期限：自《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截止之日起24个月内。
6.上述地块建筑功能以工业为主，该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15%。
7.上述地块按珠海市生态环境局斗门分局2020年1月9日出具的《关于出具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白蕉临江生态农业科技城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的的复函》意见执行。
8.竞得人须在《合同》签订前向出让人提交与珠海市斗门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的《珠自然资斗工2022-02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下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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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市斗门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提出签订《监管协议》申请，导致《监管协议》未能在《成交确认书》规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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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9.竞得人因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拍卖或者转让全部或部分用地及地上所建建筑物的，涉及受让人资格条件限制的，次受让人应当符合《合同》《监管协议》及相关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次受让人用以经营的产业必须符合相关的
产业政策，并须与珠海市斗门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重新签订《监管协议》，按照受让建筑面积比例履行《合同》及《监管协议》相关约定及承担违约责任。
10.竞得人所属行业及今后投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环保产业政策的有关规定及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新港片区的产业规划要求。
11.竞得人须按照相关规定另行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2.竞得人如不是在珠海市注册的公司，须在竞得地块后30个工作日内在珠海市斗门区注册持有100%股权的独立法人资格公司，出让人与新设立的公司签《变更合同》。土地使用权变更至新公司名下，是否视为土地使用权
转让行为的风险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13.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29276.95

规划
土地用途

一类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容积率

2.0～3.0

准入产业类别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非限制和禁止类项目

投资强度
（元/m2）

人民币≥20500

起始价
（万元）

人民币
1277

增价幅度
(万元/次）

人民币
1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人民币
400

遗失声明
珠海影音大师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火柴盒电子商务有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高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广播电视台（原珠海市广播

电视局）建设用地批准书原件及其附
件，编号：珠海市[2000]准字第 326
号，因不慎遗失，现声明该建设用地
批准书及其附件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第五小学遗失珠

海市香洲区第五小学党支部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飘香四季餐饮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
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尊敬的各位选房人：
高新区银坑蚝场旧居住区搬迁项

目安置房选房工作组定于2022年9
月24日至25日开展银溪雅苑安置房
选房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选房时间
（一）第一轮：2022年 9月 24日

（星期六）1.请第一轮1-80号的选房人
（选房代表）及陪同人员在上午8:30-
9:00到选房现场签到；2.请第一轮81-
207号选房人（选房代表）及陪同人员在
下午14:00-14:30到选房现场签到。

（二）第二、三、四轮：2022年9月
25日（星期日）1.请第二轮所有选房
人（选房代表）及陪同人员在上午8:
30-9:00到选房现场签到；2.请第三、
四轮所有选房人（选房代表）及陪同
人员在下午14:00-14:30到选房现
场签到。

二、选房地点
高新区金唐东路创新发展大厦

二楼会议厅

三、注意事项
（一）各选房人（选房代表）及陪

同人员可前往银星社区公告栏查阅
本次选房人（选房代表）及陪同人员
名单、选房顺序号、选房人（选房代
表）选房套数等信息。（二）选房时，各
选房人（选房代表）及陪同人员应携带
本人身份证原件、选房顺序号原件及
选房资料袋（含选房信息单、选房须
知、选房流程等）。（三）因参加选房的
人员较多，为保证活动的正常进行，
每轮每号进入选房现场参加选房的
选房人（选房代表）及陪同人员不得
超过2人（含）。（四）为做好疫情防控，
请各选房人（选房代表）及陪同人员全
程佩戴口罩，主动出示健康码、行程
卡、持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参加
选房活动。

特此通知。
高新区银坑蚝场旧居住区
搬迁项目安置房选房工作组

2022年9月20日

关于银溪雅苑安置房选房活动的通告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金足奖
组委会日前公布了2022年金足奖男足
30人候选名单，中国球员武磊入选。

金足奖于2003年创立，由蒙特卡
洛“世界冠军俱乐部”主办，参评资格为
年龄在28岁及以上的杰出现役足球运
动员，其个人和团队成绩突出且品行广
受认可。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每次只
有一位当选，每位球员只能获奖一次。

获奖者由金足奖受邀媒体和球迷
共同投票选出。此前获奖者包括C罗、
莫德里奇、布冯、伊涅斯塔等著名球星。

在今年7月公布的2022年金足奖
男足50人候选名单中，包括武磊和郑
智两名中国球员。2022年金足奖女足
50人候选名单也有杨丽、李影两名中
国女足球员在列，但二者均未能进入女
足30人候选名单。

2022年金足奖30人候选名单公布

武磊成为唯一入选中国球员

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19日电 19
日，中国球员周琦的经纪公司纽勒维尔
体育在社交媒体表示，新赛季周琦将继
续效力海外联赛。

周琦经纪公司发布信息称：“新赛
季周琦将继续效力海外联赛，努力增强
实力，全面淬炼技艺，磨砺心志，争取获
得更大的提升。自2021年加盟海外联
赛至今年代表国家队出征的时间里，其
表现被球迷称为‘肉眼可见的进步’，这

与他个人的努力及在海外联赛中的锻
炼密不可分。”

世预赛期间周琦表现出色，中国队
主教练杜锋曾表示“周琦现在是中国男
篮不可替代的五号位球员”。9月5日，
在中国篮协组织的一次线上采访中，周
琦表示，长期处于澳大利亚职业联赛的
高水平对抗中，自己的对抗水平和对比
赛的感知会更好，“希望在此基础上尝
试更高水平的舞台”。

增强对抗提升自我

周琦新赛季将继续效力海外联赛

新华社巴黎9月18日电 18日，
2022-2023赛季法甲联赛第八轮的焦
点战在巴黎圣日耳曼队与里昂队之间
展开。凭借梅西的进球，客场作战的

“大巴黎”一球小胜，收获联赛四连胜的
同时也在积分榜上反超马赛2分，重登
榜首。

比赛开始仅5分钟，梅西在禁区前

沿依靠个人能力过掉对方防守球员后将
球分给左路插上的内马尔，后者将球带
入禁区后回传至中路，跟上的梅西不停
球直接推射破门，巴黎1:0取得领先。
而这也成为全场比赛唯一一粒进球。

本赛季迄今为止，内马尔已经在联
赛中送出7次助攻，与梅西并列第一。
同时，他还以8个进球领跑射手榜。

“梅内”连线“大巴黎”带回三分

新华社马德里9月18日电 西班
牙足球甲级联赛第六轮18日继续进
行。在焦点的“马德里德比”战中，皇家
马德里客场2:1击败马德里竞技，重新
夺回榜首位置。

本场后，皇马继续保持着赛季全胜
战绩，并以18分的积分重新超越巴萨，
占据联赛积分榜首位。

第18分钟，皇马的罗德里戈在与
楚阿梅尼进行踢墙配合后快速插入禁

区，小禁区边缘推射破网。第36分钟，
客队再入一球扩大比分，维尼修斯的射
门打在左门柱上弹出，巴尔贝尔德跟
上近距离补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2:0。

马德里竞技在第83分钟凭借角
球扳回一城，埃尔莫索用肩将皮球撞
入网窝。补时阶段，埃尔莫索在皇马
禁区内推倒塞巴略斯，吃到第二张黄
牌被罚下。皇马将2:1的比分保持到
终场。

客胜马竞 皇马笑傲同城德比

西班牙队四夺男篮欧锦赛冠军西班牙队四夺男篮欧锦赛冠军

法法““拦拦””西西？？
拦不住拦不住！！

9月19日凌晨，随着西班牙男篮力克法国夺得
冠军，2022年男篮欧锦赛结束全部比赛。不论是
观看团队篮球，还是欣赏个人表演，欧锦赛让篮球
迷们过足了眼瘾。

2022男篮欧锦赛19日在柏林战
罢，决赛中西班牙队以88:76击败法
国队，第四次捧杯。

本届比赛开始前，几乎没有人看
好这支星光黯淡的西班牙队：大小加
索尔已离开赛场，2019年篮球世界杯
MVP卢比奥也没有参赛，阵中算得
上球星的只剩下埃尔南戈麦斯兄弟和
归化球员洛伦佐·布朗。但从第一场
比赛开始，西班牙队就展现了超强的

战术纪律和团队精神。虽然没有绝对
核心，但每个球员都勇于承担责任，整
体性和战术素养相当强悍，将团队篮
球理念发挥到了极致。

决赛面对由NBA最佳防守球员
戈贝尔和纽约尼克斯球员富尼耶领衔
的法国队，西班牙队早早确立优势，并
最终夺冠。这已经是西班牙队第四次
夺得欧锦赛冠军，每一个人的全力付
出和相互扶持，打造了一支冠军团队。

团队至上：西班牙队第四次夺冠
除了团队篮球的精彩，超级球星

的个人表演也让本届欧锦赛看点十
足。

西班牙队击败法国队夺得2022
男篮欧锦赛冠军后，维利·埃尔南戈
麦斯、洛伦佐·布朗、施罗德、戈贝尔
以及“字母哥”安特托昆博入选本届
欧锦赛全明星最佳阵容。西班牙球
员布朗在决赛中贡献14分11助攻，
场均得到15.2分和7.6次助攻。法
国中锋戈贝尔场均得到12.8分和9.8

个篮板的“准两双”成绩，盖帽榜跻身
前十，16强赛中曾打出20分17篮板
的个人最佳表现。

施罗德以场均22.1分和 7.1次
助攻，带领德国队获得季军。现年
29岁的施罗德有四场比赛打出25
分以上的表现，半决赛中得到个人最
高的30分。希腊队超级明星“字母
哥”安特托昆博场均得到29.3分，有
三次“两双”表现，小组赛中曾砍下本
届赛会的第三高分41分。 （新华）

个人表演：全明星阵容看点十足

欧锦赛讲求团队作战，但球星
的作用依旧不可或缺，抛开“字母
哥”、东契奇和约基奇这样的超级明
星，即便是打团队篮球，NBA球员
依然是各支球队的顶梁柱。

芬兰队在本届赛事表现亮眼，
八进四险些淘汰西班牙队。球队的
功臣马尔卡宁效力于 NBA 爵士
队。依靠团队夺冠的西班牙队，最
佳球员都来自 NBA——哥哥维
利·埃尔南戈麦斯和弟弟胡安·埃尔
南戈麦斯，分别成为本届欧锦赛的
MVP和决赛MVP。

兄弟二人都效力NBA，哥哥维
利在鹈鹕队担任内线轮换，弟弟胡
安在今年夏天加盟猛龙队。由于欧
锦赛节奏紧凑，没有防守三秒，暂停
较少，比赛流畅，更利于兄弟二人发
挥自己的优势。他俩可以说做到了
攻防一体，个人发挥极具统治力。

（马克）

现象：

还是NBA球员
扛大梁

2022年男篮欧锦赛以西班牙队
夺冠画上句号，归纳、总结、反思……
中国男篮该学些什么，又当如何追赶？

“归化”，是男篮欧锦赛期间，中
国媒体和球迷中出现频次最高的
词。这是因为大赛期间，诸多球队拥
有归化球员，且这些球员都起到了相
当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大部分球迷和业内人士
都是支持归化的，有评论指出，“从1
号位到4号位都可以归化，尤其是核
心后卫这个点，可以带动场上其他四
个点，做到归化一个、带动全队提升。”

当然，要想治本，还得靠青训。
西班牙男篮在这届被誉为史上

最强欧锦赛上，笑到了最后。归化球
员的作用，同样适用于冠军之师——
归化球员洛伦佐·布朗起了大用。

但球迷都看得出，这支几乎将团
队篮球发挥到极致的球队之所以成

功，绝非仅仅因为一个归化球员，而
是这20年来，西班牙篮坛都在努力
做好这两件事：一，青训；二，打造高
水平联赛。

这也是当下欧洲篮球更值得我
们关注和学习的原因——其发展系
统是梯队搭配比赛，像西班牙的篮球
联赛通常一支球队有八到九个梯队，
与之配套的是八到九层联赛，球员从
小打基本功，培养团队意识和篮球智
商，然后逐渐成长，最终凝聚成国家
队层面的战力。与此同时，欧洲篮球
人才流动十分频繁，天赋卓越的少年
球员，可以通过租借等方式加入到欧
洲顶级联赛的梯队中，获得一流的成
长环境。我们在欧锦赛上看到各队
的团队协作那么好，基本功那么扎
实，对抗那么激烈，各个年龄段人才
储备那么雄厚，这些都是联赛体系养
成的篮球“果实”。 （新体）

通过青少年联赛构建完整青训体系
男篮欧锦赛给中国篮球开了一张“新方子”

埃尔南戈麦斯兄弟为西班牙队
夺冠立下汗马功劳。现年28岁的维
利·埃尔南戈麦斯场均得到17.2分和
6.9个篮板，冠军决赛中贡献14分8篮
板。胡安·埃尔南戈麦斯决赛中三分
球9投7中，得到27分5篮板2抢断。

上图：维利扣篮。
下图：胡安（右）带球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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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队庆祝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