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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3日，一份题为关于
跟踪研究外国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
报告上报到中共中央，后来根据这个
报告而形成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被称为“八六三计划”。

这份报告，是由著名科学家王大
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人联合
提出的。报告针对世界高科技迅速
发展的紧迫现实，向中共中央建议，
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应
该不甘落后，要从现在抓起，用力所
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
展进程，而不能等到十年、十五年经
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否则就会贻误
时机，以后永远翻不了身。

这份报告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
高度重视，他亲自批示：“这个建议十
分重要”，并指示“找些专家和有关负
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
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经过广泛、全面和极为严格的
科学论证，这年的11月 18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了《高技术
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个计划纲
要选择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
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
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
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 7个
高技术领域（1996年增加了海洋技
术领域）作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
的重点。

由于促成这个计划建议的提出
和邓小平同志的批示都发生在1986
年3月，因而这个计划被命名为“八六
三计划”。“八六三计划”的实施，为中
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八六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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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观众在公众日上参观拍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长春10月18日电 庆祝
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航空开放活动18
日迎来首个公众日。来自全国各地数
万名观众走进活动现场，近距离感受空
天文化，目睹实战空军、转型空军、战略
空军的时代风采。

4支飞行表演队和两支跳伞表演队
献上了精彩的蓝天盛宴，多款国产新型
主力战机和空降兵部队进行了飞行表
演和模拟对抗演示。

来自香港的青年学生陈嘉盈说，
“因为有这些先进装备和优秀飞行员，
才有了我们的和平生活。感谢人民空
军的付出。”

在静态展区，6大类46型71件武
器系统展现了人民空军装备建设发展
成就。新一代地空导弹、雷达、航空弹
药展区前挤满了与高新武器装备争相
合影的观众。

新华社南宁10月18日电 （记者黄庆
刚）第五届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合作联席
会议18日在广西桂林举行。本届会议以

“推进全域旅游合作，打造最美高铁经济
带”为主题，旨在凝聚区域共识，推动全域
旅游合作，为全国跨省（区）全域旅游合作

发展做出新探索。
本届会议新增云南省，由粤桂黔三

省（区）扩展到粤桂黔滇四省（区），成员
也由原来的 13 个市(州)增加到 21 个。
区域面积达41.64万平方公里、涵盖人口
1.02亿。

联席会议审议并通过《粤桂黔滇高铁
经济带合作联席会议章程（草案）》和《粤桂
黔滇高铁经济带全域旅游合作共同行动倡
议（草案）》。

当日，与会城市还签订《粤桂黔滇高铁
经济带全域旅游合作框架协议》，致力于跨

区域整合资源要素，共同打造区域品牌和
精品路线，联合搭建旅游宣传营销平台
等。同时还推出惠民政策，建立城市间游
客凭身份证进入景区享受门票优惠机制，
不断推进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旅游线路的
建设。

粤桂黔滇四省（区）共谋高铁经济带建设

数万名观众近距离感受空天文化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10月 18日电
（记者易爱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8日
说，期望叙利亚库尔德武装5天内离开土
方寻求设立的“安全区”。

埃尔多安当天在伊斯坦布尔对媒体说，
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应当离开土

方在叙北部沿土叙边界拟建的“安全区”。
他说，“安全区”纵深为32公里，长度为444
公里，但具体范围将视实际情况而定。

埃尔多安还表示，根据土耳其和美国
17日达成的协议，土军不会从叙北部撤离。

另据报道，埃尔多安当天还警告说，如

果5天后，即22日晚，叙库尔德武装不撤离
“安全区”，土军将重新发动军事行动。

本月9日，土耳其军队进入叙利亚北
部展开军事行动，意欲清除土叙边境叙利
亚一侧的库尔德武装，并设立“安全区”，
以安置土耳其境内叙利亚难民。

新华社香港10月18日电（记者
苏万明）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卢
伟聪在18日举行的警队纪念日上表
示，坚信香港警队能克服难关，恢复
城市秩序。

特区政府警务处当日举行仪式，
纪念香港警队成立175周年并悼念历
史上因公殉职的香港警队警员及辅
警人员。警务处代表及嘉宾一起向
过去175年间尽忠职守、坚毅不屈的
警队成员表示敬意。

卢 伟 聪 表 示 ，香 港 警 队 从
1844 年成立至今，执勤期间经常
身处险境，生命随时受到威胁。但
警员们从不畏缩，一直本着以民为
本的精神，竭尽所能维护香港的安
全和稳定。

卢伟聪表示，过去数月香港社
会动荡给警队及整个社会带来史
无前例的挑战，不断升级的暴力严
重破坏公共秩序，危害公众安全。
警队上下心情沉重、感到非常难
过，但更深明自己背负重大责任。
即使前路仍然充满考验，但坚信警
队将会克服难关，为城市恢复秩序。

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

坚信警队将克服难关
恢复城市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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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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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C2019021
2、土地位置：湛江市疏港大道东侧、湖

光快线南侧。
3、出让面积：85782.9平方米。
4、土地用途：零售商业用地、公园与绿

地、城镇村道路用地。其中，零售商业用地
64138.08平方米、公园与绿地10115.79平
方米、公园与绿地（防护绿地）4873.01平方
米、城镇村道路用地6656.02平方米。

5、出让年限：商服用地40年、住宅用
地70年。

（二）宗地规划情况
零售商业用地：容积率≤2.5，建筑密度

≤40%，绿地率≥35%，建筑限高50米。可
兼容居住建筑面积不超过地块总建筑面积
的30%。

其他规划条件要求按湛自然资（规划）
函[2019]2428号规划条件执行。

（三）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
1、起始价：人民币壹亿伍仟陆佰万元

整（￥156，000，000.00）。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40，000，000.00），成交后转为出让合同
定金。

3、竞价幅度：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
000，000.00）。

4、本宗地设有底价。
5、本 宗 地 评 估 报 告 备 案 号 ：

4416519IA0057、 4426919BA0267、
4417719BA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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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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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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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49亿元。

7、有关城市道路、公共服务及市政环
卫设施建设要求以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出具
的规划条件为准。

8、有关要求：土地竞得者须按照规划
配建出让地块权属内及权属外毗连的华北
路（一段）及相邻的防护绿地：起点为我中
心权属界线与华北路交点，终点至华北路
与雷州青年运河东海河东侧交点，长约263
米，宽度约30米。配建的道路用地在交地
之日起一年内竣工，并无偿移交政府相关
部门，具体要求以市自然资源局下达的道
路规划文件及土地竞得者与市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签订的《监管协议书》实施。同
时在配建道路上涉及雷州青年运河东海河
段上架桥和敷设相应管线应同步实施。

9、宗地竞得后须作为家居建材、五金
机电行业及配套设施用地。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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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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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C2019022
2、土地位置：湛江市疏港大道东侧、湖

光快线南侧。
3、出让面积：215870.9平方米。
4、土地用途：零售商业用地、城镇住宅

用地、公园与绿地、教育用地、交通服务场
站用地、体育用地、社会福利用地、医疗卫
生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其中，零售商业
用地48298.97平方米（含2905.57平方米
弹性道路用地），地块兼容居住建筑面积不
超过地块总建筑面积的30%，配套物业管
理用房、公厕；城镇住宅用地61835.18平方
米，地块兼容商业设施用地不超过总用地
的20%，配套托老所、9班幼儿园、社区居委
会、社区服务中心、街道办事处、卫生站、物
业管理用房、公厕、文化活动站、垃圾收集
站、群众健身设施；公园与绿地34990.42平
方米；公园与绿地（防护绿地）1472.32平方
米；教育用地11901.95平方米；交通服务场
站用地（社会停车场）3530.85平方米；交通
服务场站用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3043.32平方米；体育用地10126.68平方
米；社会福利用地3528.64平方米，建设老
年人活动中心；医疗卫生用地3635.44平方
米，建设卫生服务中心；城镇村道路用地
28359.5方米；公园与绿地（水域）5147.63
平方米。

5、出让年限：商服用地40年、住宅用
地70年、其它用地50年。

（二）宗地规划情况
零售商业用地：容积率≤2.5，建筑密度

≤40%，绿地率≥35%，建筑限高50米。地
块兼容居住建筑面积不超过地块总建筑面

积的30%；
城镇住宅用地：1＜容积率≤2.9，建筑

密度≤22%，绿地率≥35%，建筑限高80
米。地块兼容商业设施用地不超过总用地
的20%；

教育用地：容积率≤1.0，建筑密度≤
26%，绿地率≥35%，建筑限高28米。；

体育用地：容积率≤2.0，建筑密度≤
30%，绿地率≥35%，建筑限高24米；

社会福利用地：容积率≤2.0，建筑密度
≤30%，绿地率≥40%，建筑限高24米；

医疗卫生用地，容积率≤2.0，建筑密度
≤30%，绿地率≥40%，建筑限高24米；

其他规划条件按湛自然资（规划）函
[2019]2429号规划条件执行。

（三）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
1、起始价：人民币叁亿元整（￥300，

000，000.00）。
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

整（75，000，000.00），成交后转为出让合同
定金。

3、竞价幅度：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
（￥1，500，000.00）。

4、本宗地设有底价。
5、本 宗 地 评 估 报 告 备 案 号 ：

4413619BA0135、 4420319BA0247、
4602319BA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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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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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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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847亿元。

7、地块144平方米以下户型套数不少
于923套。

8、有关城市道路、公共服务及市政环
卫设施建设要求以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出具
的规划条件为准。

9、有关要求：（1）土地竞得者须按照规
划配建出让地块权属内及权属外毗连的六
条市政道路及防护绿地和公园绿地，其中
华北路（一段）：起点为华北路与雷州青年
运河东海河东侧交点，终点至华北路与麻
森西路交点，长约407米，宽度约30-36.4
米；麻森西路（一段）：起点为华北路与麻森
西路交点，终点至麻森西路与华南路交点，
长约485米，宽度约40-46.4米；华南路（一
段）：起点为华南路与我中心权属界线交
点，终点至麻森西路与华南路交点，长约
1006米，宽度约50-56.4米；规划路一：起
点为规划路一与华北路交点，终点至规划
路一与华南路交点，长约524米，宽约24
米；规划路二：起点为规划路一与规划路二
交点，终点至规划路二与麻森西路交点，长
约395米，宽约20米；规划路三：起点为规
划路三与华北路交点，终点至规划路三与
规划路二交点，长约159米，宽约20米。配
建的道路用地在交地之日起一年内竣工，
并无偿移交政府相关部门，具体要求以市
自然资源局下达的道路规划文件及土地竞
得者与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订的
《监管协议书》实施，同时在配建道路上涉
及雷州青年运河东海河上架桥和敷设相应
管线应同步实施。红线外的道路用地由麻
章区政府提供。（2）土地竞得者须配建出让
地块范围内北侧13385.81平方米（含中小
学用地11901.56平方米及相邻的1484.25
平方米绿化用地）学校，须与项目同步建
设，同步交付使用，并无偿移交政府相关部
门。具体要求以土地竞得者与麻章区人民
政府及市教育局签订的《监管协议书》和市
自然资源局下达的规划文件实施。同时，
土地竞得者需按照规划同步建设幼儿园一
所无偿移交政府相关部门，具体要求以土
地竞得者与麻章区人民政府及市教育局签
订的《监管协议书》和市自然资源局下达的
规划文件实施。（3）土地竞得者须按照相关
规范要求和市自然资源局下达的规划文件
配建出让地块范围内北侧社会停车场和公
共交通场站9189.31平方米，其中社会停车
场用地3530.85平方米，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建设公交首末站）3043.32平方米以及相
邻的2615.14平方米绿化用地，须与项目同
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并无偿移交政府相
关部门。（4）土地竞得者可根据项目景观要
求在取得麻章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意见
后，对雷州青年运河东海河段实施改造。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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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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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9日至2019年11月20日前的工作
时间，到以上网站下载交易文件。2019年
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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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上午8：30至11
月7日下午6时。网上报价期限：2019年
11月8日上午8：30至11月22日上午11:
00。竞买保证金缴纳期限(报名期限)：2019
年10月19日上午8：30至2019年11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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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9-3585822（平台操作）、3585819（交
易规则），联系地址：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
路2号天润中心五楼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窗口。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