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7月25日，记
者到湛江经开区乐华街道平乐下村采访，
看到该村背街小巷摆放了蓝、绿、红、紫4
种分类垃圾箱。这里的垃圾箱全部嵌入
墙壁中，少了裸露的难看和臭味，颇受村
民的欢迎和好评。

据村民介绍，这里以前是脏乱差小
巷，垃圾随地扔污水横流，对此村民意见
比较大。自我市启动创文工作以来，小巷
的卫生环境有了较大改观，特别是近日设
置了分类垃圾箱以后，彻底改变脏乱差现
象，成为乐华街道村级垃圾分类示范点。

为让垃圾分类的意识深入村民心中，
该街道还在示范点社区内，张贴宣传横
幅、设置宣传板报，并向居民发放垃圾分
类宣传资料，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到实处，
造福大众。

湛江经开区乐华街道平乐下村

脏乱差小巷
变身垃圾分类示范点

乐华街道平乐下村的垃圾分类示范点已启用。本报记者 李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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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黎明）7
月25日，记者从“我和我的祖国——广东
省第十三届‘百歌颂中华’湛江赛区歌咏
活动”组委会获悉，“百歌颂中华”湛江赛
区歌咏活动将于7月27日至29日，连续
三天进行两场合唱总决赛、一场歌手总决
赛和一场优秀作品展演暨颁奖晚会共4场
精彩的比赛。

该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
委、市教育局、市文广旅体局、市总工会、

团市委、市妇联、市文联主办，市文化馆、
各县（市、区）宣传部和文广旅体局承办，
湛江日报社、市广播电视台、市音协协
办。经各县（市、区）、市直机关、中央和省
驻湛单位及市直中小学初赛、复赛选拔出
的18支合唱队、25位歌手，将以最佳状态
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把以“我和我的祖国”
为主题的“百歌颂中华”湛江赛区歌咏活
动推向高潮。

据了解，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根据广东省委宣传部等部门印
发的《关于举办“我和我的祖国——广东
省第十三届‘百歌颂中华’歌咏活动”的
通知》要求，我市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

“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百歌颂中华”
湛江赛区歌咏活动，讴歌党、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颂扬新中国光辉历
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发爱国之
情，强化爱国之志，激励全市上下坚定信
心，持续奋斗。

活动面向广大市民、特殊群体和困难
群众免费赠票，需要的观众可登陆“湛江市
文化馆”微信公众号网上抢票，或于26日
（星期五）上班时间前往湛江市文化馆领
票，也可于27日上午到湛江影剧院领票。

为扩大活动覆盖面和惠民性，两场合
唱总决赛和优秀作品展演暨颁奖晚会将
通过“微赞——文化湛江”平台进行手机
和网络直播，市民足不出户就可观看比赛
实况和回放。

“百歌颂中华”歌咏活动将迎来决赛
免费赠票邀您观看4场视听盛宴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雷鹏）近日，我
市警务实战教官、市交警支队机动巡逻大
队民警邓雄武参加2019警察执法规范化
武力使用国际专训论坛暨比赛，一路过关
斩将勇夺第三名。

根据公安部引智项目计划，2019警察
执法规范化武力使用国际专训论坛于7月
6日至15日在浙江警察学院举行。围绕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主题，邀请
国内外权威警务实战教官授课，内容包括
枪械战术、警察执法防卫与控制、手枪精准
射击等科目。通过培训和比赛，不断提高
了受训教官的徒手技能、武器使用、战术配
合等综合能力。

警察执法规范化武力使用
国际专训论坛暨比赛

我市警务实战教官
勇夺第三名

支部搭桥校企协作推动党建双创双促

党建双创双促签约仪式现场。本报记者 李嘉斌 摄

本报讯 （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陈舒
黄倩）近日，赤坎区税务局开展“送减税降
费政策进军营”活动，组织业务骨干到武警
部队驻湛某军营为官兵们开展“士兵及随
军家属创业就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宣讲
会和座谈会，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减税降
费政策内容的辅导，将福利政策和宣传小
册子送到他们手中，增强退役军人、军转干
部群体创业就业的信心。

税收优惠送到手
创业就业机会多

本报讯（记者闵志 通讯员李红卫）近
日，雷州市附城镇麻演村爱心基金会、麻演
青年志愿者协会和华南农业大学笑绘筑学
团在麻演村联合举办为期15天的第六届
小学暑假公益支教活动，共有30多名大学
生志愿者参加。

大学生志愿者
暑假下乡支教

进行时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林小军）7月25日，在
市科技局和赤坎区委组织部有关领导见
证下，湛江市智圆谷科技企业孵化器、中
共湛江市人才与科技孵化楼宇党支部、
中共广东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党委与湛
江精科生物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在智圆谷
科技企业孵化器三楼签署合作协议，协
作各方代表围绕如何深入合作、互利共
赢、实现高质量的双促展开座谈。

据悉，本次签约活动为市科技局和
赤坎区委组织部探索科技企业孵化、党
建促企建的协作新模式，由中共湛江市
人才与科技孵化楼宇党支部牵线搭桥，
汇聚智圆谷科技企业孵化器、广东医科
大学、精科生物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等优
势力量，协力促进广东医科大学研究生
教育创新创业的开展，促进企业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模范先锋作用的
发挥。

本报讯（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吴丽
虹 施喜孝）测量员小熊记下全站仪数据
后，朝着对面喊一嗓子：“好”。只见100米
外负责棱镜的队友像听到发令枪一般，抱
起面前架着棱镜的三脚架就跑，途中，与
抱着全站仪奔跑的小熊擦肩而过。“咔
嚓”，这一幕被蹲守的摄影师拍了下来。

这是发生在技术比武竞赛活动现场
的一幕。7月25日至26日，中交四航局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在调顺岛组织第三届
测量试验检测人员技术比武大赛，来自该
集团公司国内、海外各个项目部的22名
优秀测量、试验人员齐聚湛江，学习交流，
比武切磋。

据了解，中交四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广泛开展职工技术比武活动，为职工展
示技能搭建舞台，同时建立健全人才培
养、成长和使用的有效机制，通过选树典
型、弘扬先进打造一支适应企业转型升级
关键时期的高素质技术人才队伍，提高企
业工程建设科学管理水平。

7月25日，选手们使用全站仪进行测量。
本报记者 刘冀城 摄

技术比武展风采
比学赶超增技能

湛江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竞价出让公告
湛自然资网出告字〔2019〕第5、6号

经湛江市人民政府批准，湛江市自然
资源局决定以网上竞价方式出让贰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宗地基本情况
宗地一：
（一）地块基本情况
1、地块编号：WGC2019005
2、土地位置：湛江市麻章区金康路北

侧、瑞云北路西侧。
3、出让面积：10600平方米。
4、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公园与绿

地、城镇村道路用地。
5、出让年限：住宅用地70年。
（二）宗地规划情况
1、总用地面积10600平方米，其中城镇

住宅用地9474.4平方米、公园与绿地1072.1
平方米、城镇村道路用地53.5平方米。

2、土地开发利用强度
城镇住宅用地：1.0＜容积率≤3.1，建筑

密度≤22%；绿地率≥35%，建筑高度：限高
80米。

其他规划条件要求按湛自然资（规划）
函〔2019〕1289号执行。

（三）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
1、起始价：人民币捌仟贰佰万元整

（￥82，000，000.00）。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壹仟陆佰肆拾

万元整（￥16，400，000.00），成交后转为出
让合同定金。

3、竞价幅度：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500，000.00）。

4、本宗地设有底价。
5、本宗地评估报告备案号：4406219BA0046、

4417019BA0246、4408419IA0070。
（四）其它事项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

订时间：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签订；受
让人逾期不签合同的，终止供地，没收履约
保证金。

2、交款方式：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0日内支付全部土
地出让金，如受让人逾期支付土地出让金
的，每逾期 1日须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约定收取滞纳金，逾期60日不按
约定缴款的，则解除出让合同，并没收已交
付的土地出让金。

3、交地时间和方式：成交之日起 60个
工作日内交地。由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
心和受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
书》；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须在约定的
交地时限内通知受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交地确认书》，如非出让方原因受让人不
在通知期限内与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的，动工
时间按受让人接到通知之日起计算。

4、动工建设时间和竣工时间：交地之
日起一年内动工建设，动工之日起三年内
竣工。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
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
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
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

5、开竣工认定标准：开工：依法取得施
工许可证后，需挖深基坑的项目，基坑开挖
完毕；使用桩基的项目，打入所有基础桩；
其他项目，地基施工完成三分之一。竣工：
以竣工核实全部通过为准。

6、最低开发投资总额（不含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为 12450
万元。

7、地块 144平方米以下户型套数不少
于109套。

8、有关要求：有关城市道路、公共服务
及市政环卫设施建设要求按湛江市自然资
源局出具的规划条件为准。

9、该宗土地出让方应缴交的印花税及
报纸公告费由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负担。

10、未尽事宜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执行。

宗地二：
（一）地块基本情况
1、地块编号：WGC2019006
2、土地位置：湛江市麻章区金山二横

路北侧、长龙路东侧。
3、出让面积：13424.9平方米。
4、土地用途：城镇住宅用地 13389.9平

方米、城镇村道路用地35平方米。
5、出让年限：住宅用地70年。
（二）宗地规划情况
1、总用地面积 13424.9平方米，其中城

镇住宅用地 13389.9平方米、城镇村道路用

地35平方米。
2、土地开发利用强度
城镇住宅用地：1.0＜容积率≤3.1，建筑

密度≤25%；绿地率≥35%，建筑高度：限高
80米。

其他规划条件要求按湛自然资（规划）
函〔2019〕1521号执行。

（三）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
1、起始价：人民币玖仟壹佰万元整

（￥91，000，000.00）。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壹仟捌佰贰拾

万元整（18，200，000.00），成交后转为出让
合同定金。

3、竞价幅度：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500，000.00）。

4、本宗地设有底价。
5、本 宗 地 评 估 报 告 备 案 号 ：

4420419BA0032、 4424219BA0088、
4419619BA0010。

（四）其它事项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

订时间：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签订；受
让人逾期不签合同的，终止供地，没收履约
保证金。

2、交款方式：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0日内支付全部土
地出让金，如受让人逾期支付土地出让金
的，每逾期 1日须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约定收取滞纳金，逾期60日不按
约定缴款的，则解除出让合同，并没收已交
付的土地出让金。

3、交地时间和方式：成交之日起 40日
内交地。由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和受
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湛
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须在约定的交地时
限内通知受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交地
确认书》，如非出让方原因受让人不在通知
期限内与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的，动工时间
按受让人接到通知之日起计算。

4、动工建设时间和竣工时间：交地之
日起一年内动工建设，动工之日起三年内
竣工。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
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
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

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
5、开竣工认定标准：开工：依法取得施

工许可证后，需挖深基坑的项目，基坑开挖
完毕；使用桩基的项目，打入所有基础桩；
其他项目，地基施工完成三分之一。竣工：
以城乡规划部门竣工核实全部通过为准。

6、最低开发投资总额（不含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为 16625
万元。

7、地块 144平方米以下户型套数不少
于145套。

8、有关要求：有关城市道路、公共服务
及市政环卫设施建设要求按湛江市自然资
源局出具的规划条件为准。

9、该宗土地出让方应缴交的印花税及
报纸公告费由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负担。

10、未尽事宜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执行。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竞
价交易工作由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下称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

他组织和自然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
可参加土地使用权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2、竞买申请人应当取得有效的数字证
书（详见《CA数字证书办理指南》），并在规
定的期限内交纳竞买保证金后方可参与网
上竞价交易活动。

3、竞买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存在下列
违法违规违约行为的，在结案和问题查处
整改到位前，不得参加土地竞买活动：

（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
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

（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
行为的；

（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
上的；

（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
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

竞买申请人存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形
的，不能获得竞买资格；参加竞买后发现存
在任何一种情形的，其竞买资格无效。

4、竞买申请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得

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
金，并应出具商业金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竞
价交易采用增价竞买方式，网上竞价平台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价格竞得人。价格
竞得人经审查符合竞买资格的，即成为本
次交易的最终竞得人。价格竞得人自身不
具备竞买资格的，其价格竞得结果将被撤
销，该价格竞得人根据《湛江市土地使用权
与矿业权网上竞价交易规则》第三十条承
担相应责任。

五、本次网上竞价交易条件及相关信
息，在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及湛
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土地与矿业权竞
价平台上（网址：http://tdkq.zjprtc.com/
jingjia/）同步发布。申请人可于 2019年 7月
26日至 2019年 8月 27日前的工作时间，到
以上网站下载交易文件。2019年 8月 6日上
午 9时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组织提
出到地块现场勘看的竞买人到地块现场勘
看。

六、本次网上竞价交易相关时间。公告
时间：2019年 7月 26日上午 8：30至 8月 14
日下午 6时。网上报价期限：2019年 8月 15
日上午 8：30至 8月 29日上午 10:30。竞买保
证金缴纳期限(报名期限)：2019年7月26日
上午 8：30至 2019年 8月 27日下午 4时，以
网上竞价平台确认到达指定账户时间为
准。网上竞价平台在确认竞买保证金按时
足额到账后赋予申请人竞买资格。

七、申请人须详细阅读本次网上竞价
公告、须知等网上竞价文件，申请一经受
理，即视为竞买人对网上竞价文件及地块
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
担法律责任。

八、本公告中提出的时间一律以网上
竞价平台显示的时间为准。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生、宋生、陈生，咨询电话：

0759-3286266（平台操作）、3399193（交易规
则），联系地址：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路 15
号湛江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二楼湛江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窗口。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