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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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0、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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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号、珠自然资富工202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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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9时至2022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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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9时至2022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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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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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9时。
截止时间：2022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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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22130/珠自然资富工
2022-02号

22131/珠自然资富工
2022-17号

备注

宗地位置

富山工业园黄杨大道以南、
规划高栏港第二通道西侧

富山工业园富山二路北侧、
规划涌南二路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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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下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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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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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在项目正式运营考核期届满前，未经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书面同意不得出租、转让、赠与所受让项目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也不得变相以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方式转让上述项目资产，否则视为根
本违约，且由此产生的纠纷由竞得人承担责任。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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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竞得人须按照相关规定另行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8.上述地块动工期限为《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22130/珠自然资富工2022-02号地块竣工期限为《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截止之日起三年内，22131/珠自然资富工2022-17号地块竣工期限为《合同》约定的动工
开发期限截止之日起两年半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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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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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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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71279.70

25238.96

规划
土地用途

二类
工业用地

二类
工业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50年

容积率

大于等于1.1
且小于等于2.0

大于等于2.5
且小于等于3.0

准入产业类别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第一类鼓励类第43条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
合利用产业第15项中“三废”综合利用与治理技术、装备和工程建设范畴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第一类鼓励类第47条人工智能产业第9项中可穿
戴设备、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建设范畴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人民币≥2.8
人民币≥1.8

起始价(地面
地价元/m2)

人民币
431

人民币
436

增价幅度(地面
地价元/m2/次）

人民币
5

人民币
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人民币
1500

人民币
550

新华社悉尼9月27日电 在27日
举行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
中，均已提前晋级八强的中国队和比利
时队展开对决，中国队以81∶55战胜对
手。

中国队共抢下47个篮板，完成22
次助攻、10次抢断和4次盖帽。全场仅
出现9次失误，数量为比利时队的一半。

本场比赛，中国队5人得分上双，首
发的李梦摘得全场最高16分，抢下2个
篮板和3次助攻；王思雨拿下11分，贡
献5个篮板和6次助攻；李月汝也有11
分和全场最多的9个篮板；黄思静得10
分和8个篮板；韩旭得10分和6个篮板。

首节比赛两队相持不下，后半节比
利时队一度领先，距离首节结束不到30
秒，韩旭、武桐桐接连上篮得分，将中国
队首节比分扭转为17∶14领先。半场结
束，中国队领先对手7分。

第三节开局，比利时队先下5分，将
比分差距缩小至2分，面对对手的猛烈
进攻，中国队顶住压力，武桐桐在第三节
末连得4分，中国队领先对手9分。第
四节，黄思静率先得分，王思雨上演精彩
抢断，中国队单节投中3个三分球，领先
优势最终升至26分。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后，四
分之一决赛对阵形势将在27日晚通过
抽签决定。美国队、中国队、比利时队、
波多黎各队、加拿大队、法国队、澳大利
亚队和塞尔维亚队将在29日展开角逐，
争夺半决赛入场券。

女篮世界杯

中国队81∶55胜比利时队

9月27日，中国队球员李梦（左）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

新华社悉尼9月27日电 在世界
杯上率队击败比利时、以4胜1负结
束小组赛赛程后，中国女篮主教练郑
薇27日表示，这场球对全队来说是一
个提升，锻炼价值也更大一些。

当天，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的体
育中心球场内，赛前已锁定八强席位
的中国队，以81∶55完胜欧洲劲旅比
利时队，最终获得A组第二名，紧随5
连胜的美国队之后。27日晚，组委会
将进行八强对阵的抽签。

复盘本场比赛，郑薇在赛后新闻
发布会上说，中国队不到24小时打了

两场比赛，对球队来说是困难的，尤其
是比利时属于强队，比赛强度更大。
上半时，中国队打得不是那么兴奋，过
程比较艰难，但是大家在比分胶着或
落后时，一直坚持自己的东西，尤其是
防守和篮板上执行非常坚决。把最困
难时期顶过去后，下半时开始，比赛就
按照中国队的节奏在发展，全队也打
出了自身特点。

回顾小组赛对手，卫冕冠军美
国女篮实力最强，带给中国队唯一
一场失利。比利时队在国际篮联世
界排名榜上位列第五，实力与中国

队较接近。郑薇表示，小组赛最后
一场对阵这个对手，有利于准备淘
汰赛的比赛。

她说，前面几场球比较顺利的情
况多一些，因此27日的比赛对球队来
说是一个提升，尤其是困难时，大家没
有急躁泄气，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在
防守，这对后面的比赛有帮助。

“如果一直都顺利，后面碰到困难
的话，可能会出现另外的情况。我觉
得这场球可能锻炼价值来讲更大一
些。”她说。

“虽然赢下比赛，其实还有很多

问题。比如前几场的前场篮板球并
不多，所以我们这场做了特别要求。
今天大家都做得非常不错，我们抢了
18个前场篮板，这也是胜利的保障。
我们会从每场比赛里发现不足，及时
调整。”

28日参赛队将休息一天。郑薇
说，全队首先需要休息，因为小组赛连
续5场，消耗非常大。同时，大家会总
结之前出现的问题，利用短暂时间进
行调整，再根据后面的对阵形势，做针
对性布置。“我们希望能把后面的比赛
打得更好。”

中国女篮主教练郑薇：

赢下比利时是一个提升 18个前场篮板球是保障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北京时
间27日凌晨，2022-2023赛季欧洲
国家足球联赛A级联赛C组结束了
两场比赛的争夺。意大利队以2∶0战
胜了匈牙利队晋级四强，英格兰队则
没能在连进三球后守住优势，被德国
队3∶3逼平。

没能获得卡塔尔世界杯门票的意
大利和匈牙利展开了对C组头名的争
夺。打平即可晋级半决赛的匈牙利没

能调整好心态，第 27分钟，后卫亚
当·纳吉回传守门员力度偏小，意大利
队拉斯帕多里抓住机会推射帮助球队
取得领先。

意大利在第51分钟扩大优势，克
里斯坦特横传扫到门前，迪马尔科后
点包抄将球打进。

在另外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和
德国队两支传统强队狭路相逢。德国
队在第52分钟和第67分钟先后凭借

京多安的点球和哈弗茨的劲射取得两
球领先优势。本赛季欧国联未尝胜绩
的英格兰队在第70分钟如梦方醒。

先是卢克·肖在小禁区角上胸部
停球后劲射入网追回一球。仅4分钟
后，萨卡连续过人后传给芒特，后者突
施冷箭将比分扳平。第82分钟，德国
后卫施洛特贝克禁区内犯规被判罚点
球。英格兰前锋凯恩的射门直挂死角
帮助英格兰3∶2反超比分。

就在人们以为英格兰队将迎来欧
国联本赛季首胜时，门将波普铸下大
错。德国队格纳布里的远射造成波普
脱手，跟进的哈弗茨补射入网将最终
比分定格在3∶3。

当日进行的其他比赛中，罗马尼
亚4∶1大胜波黑，黑山0∶2不敌芬兰，
保加利亚1∶0小胜北马其顿，格鲁吉
亚2∶1力克直布罗陀，圣马力诺0∶4
惨败于爱沙尼亚。

欧国联：

意大利战胜匈牙利 英格兰憾平德国

新华社惠灵顿9月27日电 2022
年新西兰中文周开幕招待会26日晚在
位于惠灵顿的新西兰国会大厦举行，标
志着中文周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为活动发表
以中文开场的视频致辞。她说，目
前有超过 24万华人生活在新西兰，
为新西兰多元文化建设发挥着重要
作用。她鼓励人们利用中文周尝试
学习中文，从不同的视角接触中国
文化。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表示，中
文在新西兰社会的日益普及是两国关
系日益密切的体现。今年是两国建交
50周年。50年来，双方始终以开放包
容的态度，相互欣赏学习，推动务实合
作、互利共赢。

王小龙说，创办8年后的今天，新

西兰中文周已成长为两国多层次、多方
位人文交流的标志性品牌，为中新友好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助于两国间不断
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当晚，新西兰议长阿德里安·鲁拉
斐，多元化、包容性和民族社区部长普
里扬卡·拉达克里希南和王小龙共同为
当地优秀中文爱好者颁奖。鲁拉斐表
示希望更多新西兰青年学习中文，他本
人也将尝试在明年的中文周上用中文
做自我介绍。

新西兰中文周活动始于2014年，
是新西兰继毛利语言周、太平洋岛国语
言周后举办的又一个语言周活动。今
年活动期间，新西兰多地将举办中国文
化日、中国诗歌朗诵、汉服秀、中国民乐
欣赏、中国美食体验、中国书法工坊等
活动，吸引当地民众参与。

2022年新西兰中文周拉开帷幕

新华社西安9月27日电 距今两
千多年的国家铸币工厂——汉长安城
兆伦锺官铸钱遗址又有考古新发现。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大量西汉至新
莽时期的铜钱、铸钱陶范及冶铸、水井
等遗迹。

兆伦锺官铸钱遗址位于陕西省西
安市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大王街道办事
处兆伦村一带，西汉时期属上林苑
内。从2015年 12月开始，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与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
考古队，对这一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
和发掘。

遗址分南、北两部分，北部为一大
型环壕，环壕内面积约为 10万平方
米，南部为一城址。从2021年3月开
始，考古工作者在兆伦村东北约1100
米的环壕北部开展新一轮发掘工作，
共发掘清理西汉及新莽时期的灰坑

100多座、房址3座、窑址11座、井18
口、砖池一处、冶铸遗迹3处，铺砖或
铺钱范的地面多处，出土各类钱范残
块数千块。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张建锋介绍，出土钱范种类
有“五铢”“大泉五十”“小泉直一”

“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出土
遗物还包括板瓦、筒瓦、瓦当、坩埚、
鼓风管等，从形制来看均为西汉及
新莽时期的遗物。此外，还出土了

“五铢”“大泉五十”“一刀平五千”
等铜钱。

张建锋说，兆伦锺官铸钱遗址
是我国现存最重要的西汉及新莽时
期国家级铸币遗址。这次考古发现
的遗物遗迹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对
于研究当时的货币铸造工艺、货币
及经济政策变迁等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两千多年前的国家铸币工厂里
发现大量古钱等遗物遗迹

9月26日，木版年画非遗传承人潘
成龙展示他创作的木版年画孔子像。

在“2022 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
化节 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中国手造·山东手造”精品展上，众多
民间工艺非遗传承人带来了不同载体、
形态以及表现形式的孔子造像，惟妙惟
肖，令人耳目一新。 新华社发

孔子文化节上的“山东手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