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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本宗地设有保密底价。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混合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竞买申请人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时，需一并承
租191805.9平方米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宗地的具体情况详见交易文件）。

交易
编号 土地位置 面积（m2）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限

起始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容积率 建筑密度

TD2020
(NH)

WG0019

佛山市南海区
大沥镇水头社区
桂和路以西地段

223952.17
人民币：130100
美元：18359
港元：142287

650500
（人民币）

城镇住宅用地柒拾年，零售商业、
批发市场、餐饮、旅馆、商务金融
用地肆拾年，教育用地伍拾年

A1、A2、A3、A4、
A5区：≤30%；
B1、B2区：≤35%

A1、A2、A3、A4、A5区为城镇住宅用地，
兼容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饮、旅馆、
商务金融用地；B1、B2区为教育用地

A1、A2、A3、A4、A5
区：＞1.0，且≤3.0
B1、B2区：≤2.0

经佛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决定委托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和租赁以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佛山市南海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单独或
联合参加竞买活动。

三、参与佛山市国有商住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的购地资金必须为竞买人的自有资金，不得为银
行贷款、债券融资、信托资金、资管计划配资、保险资金，股东借款。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采用竞价方式为固定租赁宗地的租金，竞国有建设用地出让
宗地的出让地价款，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有意参与竞价者可登陆佛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下称“网上交易系
统”，网址：http://jy.ggzy.foshan.gov.cn:3680/TPBank/newweb/framehtml/onlineTradex/index.html）以及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自然资源局链接：http://www.nanhai.gov.cn/fsnh/wzjyh/szrzyjnhfj/znjj/index.html
或交易中心链接：http://www.nanhai.gov.cn/fsnh/wzjyh/ggzyjyzx/znjj/index.html）下载相关出让文件。

六、本宗地的公告期自2020年6月30日至2020年7月19日止；网上报价期限为2020年7月20日
8时30分至2020年7月30日10时止。竞买保证金须于2020年7月28日17时之前到达本中心指定
账户后，方可参加竞买。上述时间均以网上交易系统的服务器时间为准。

七、需要到交易地块现场踏勘的竞买人请与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联系。
八、本次网上挂牌仅接受网上竞买申请和竞买报价，不接受书面、邮寄、电子邮件、电话、传真、口头等其

他形式的申请。
九、自本次公告起至网上挂牌截止期间，如有关于本宗地竞买文件的修改、澄清、说明等将通过网上交易系统以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发布，

请有意参与竞买者密切留意。其它未尽事宜，详见本宗地的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十、联系方式
（一）业务咨询：0757-86082693、86369923 （二）系统使用咨询：吴先生0757-83991581
（三）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8号

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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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佛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决定委托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佛山市南海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单独或
联合参加竞买活动。

三、参与佛山市国有商住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的购地资金必须为竞买人的自有资金，不得为银
行贷款、债券融资、信托资金、资管计划配资、保险资金，股东借款。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采用增价方式进行报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有意参与竞价者可登陆佛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下称“网上交易系

统”，网址：http://jy.ggzy.foshan.gov.cn:3680/TPBank/newweb/framehtml/onlineTradex/index.ht-
ml）以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自然资源局链接：http://www.nanhai.gov.cn/fsnh/wzjyh/szrzyjn-
hfj/znjj/index.html或交易中心链接：http://www.nanhai.gov.cn/fsnh/wzjyh/ggzyjyzx/znjj/index.html）
下载相关出让文件。

六、本宗地的公告期自2020年6月30日至2020年7月19日止；网上报价期限为2020年7月20日
8时30分至2020年7月30日15时止。竞买保证金须于2020年7月28日17时之前到达本中心指定账
户后，方可参加竞买。上述时间均以网上交易系统的服务器时间为准。

七、需要到交易地块现场踏勘的竞买人请与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联系。
八、本次网上挂牌仅接受网上竞买申请和竞买报价，不接受书面、邮寄、电子邮件、电话、传真、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九、自本次公告起至网上挂牌截止期间，如有关于本宗地竞买文件的修改、澄清、说明等将通过网上交易系统以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发

布，请有意参与竞买者密切留意。其它未尽事宜，详见本宗地的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十、联系方式
（一）业务咨询：0757-86369923、86082693 （二）系统使用咨询：吴先生0757-83991581
（三）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8号

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
2020年6月30日

交易编号 土地位置 面积（m2）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限
起始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容积率 建筑密度

TD2020(NH)
WG0020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
樵金路西侧、樵誉路
南侧地块

备注：本宗地设有保密底价。

21861.21
人民币：6856
美元：968
港元：7499

34280
（人民币）

城镇住宅用地柒拾年，
零售商业、餐饮、商务
金融用地肆拾年

≤25％城镇住宅用地兼容
零售商业、餐饮、商
务金融用地

＞1.0，
且≤2.8

TD2020(NH)
WG0020

领创誉园

奥誉华庭

华南国际
轻纺城

智领路 智领路

金富路樵
纺
路

樵北中学

樵誉路

2020年南海区艺术四季活动启动并举行首场演出

用艺术致敬最美逆行者
一幕幕感人的抗疫场景逐个呈现，一首首激昂的抗疫歌曲提振人

心。昨日，作为2020年南海区艺术四季活动启动后的首场演出，“抗
击疫情”原创艺术作品展演在南海影剧院举行，再现了南海最美逆行
者们的担当。主办方还邀请了医护、企业、警务和媒体代表等前来观
看演出。

医护人员舍身忘我，奔赴前线，

以实际行动书写大无畏的精神。南

海的艺术家也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抗

疫。他们通过歌曲、情景剧、书画、

诗歌、散文等优秀文艺作品，鼓舞群

众士气，激发群众斗志。昨日的“抗

击疫情”原创艺术作品展演，就是把

这些艺术作品搬上舞台，致敬南海

最美逆行者，凝聚正能量，激起人们

向上向善。

展演现场，诗歌朗诵、男声合

唱、情景剧演出、四重唱、小组唱等

丰富的表现形式，把观众拉回了那

段众志成城，齐心抗疫的岁月。部

分作品由创作者本人表演，以艺传

情，同心抗疫，弘扬社会正能量。

“噼里啪啦，鞭炮声响，‘过年了

过年了！’”本该热热闹闹的春节气

氛，却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终止

了。“老板，3天生产2000套防护

服，可以吗？”“可以！我们马上动员

全镇的力量，大批量招收熟手女车

衣工。”情景剧《担当》讲述的就是在

原材料紧张、供需不平衡的特殊时

期，在南海企业内部上演的暖心故

事，让观众深受感动。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护

理部副主任梅婷在观看演出时数度

落泪。“展演好像把我拉回到奔赴抗

疫前线的岁月。”她说，国家有难的

时候，大家都挺身而出，由衷地为大

家的义无反顾感到自豪。

“虽然抗疫已经走到了另一个

阶段，但通过演出，我重新回顾了抗

疫的艰辛与不易。”佛山市公安局南

海分局黄岐派出所综合室主任陈瑞

贞认为，这样的舞台展演形式新颖

独特，也很感人。

有人抗击奋战在前线，有人保

卫支援在后方。除歌曲和小品演出

以外，展演还穿插播放南海抗疫历

程的点滴，邀请了企业代表、医护代

表、警务代表、媒体代表等来到现

场，并向他们致敬。

珠江时报社新媒体中心常务

副主任赖春华是受邀的媒体代

表。他介绍，疫情一开始，珠江时

报全体同事就冲在抗疫最前线，用

笔和镜头记录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和瞬间，准确报道防疫信息，传播

科学防控知识，记录南海人在抗疫

中的责任和担当。疫情期间，珠江

时报通过图文、音视频、漫画、海

报、评论等形式为战疫贡献力量，

制作了三期《新时代南海家书》防

控特辑，总发行159万份；新媒体

平台发稿量接近8000篇，推出超

400个新媒体产品，总阅读量超过

1.2亿，将第一手信息传递给市民

群众。

在南海影剧院的大堂，设置有

抗疫作品展览区。截至目前，南海

区文联共收到“抗击疫情”文艺作品

创作近2500件，本次特别精选了

11幅书法作品、20幅美术作品参

展。这些作品用丰富的艺术语言，

记录了战疫岁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显蛟

的绘画作品《出征之前》入选本次展

览。画中描绘的是一位医护人员将

要出征湖北，其丈夫、婆婆，以及小

孩一同给她送别的不舍场景。江显

蛟介绍，画面是有叙事情节的。小

孩与出征者紧紧抱在一起，旁边的

婆婆轻声说，妈妈要走了，来我这

边。他还特意用大笔墨的手法刻画

丈夫和婆婆，让笔墨细腻的医护人

员形象，迅速鲜明起来。

南海雕塑家莫松年的《抗疫组

图》也入选了本次书画展，抗疫需要

齐心协力，不同人坚守不同的岗

位。“作为艺术工作者，我可以用画

笔去记录平凡中的感动。”

现场还展示了由南海区5位美

术家协力创作出的美术长卷《南海全

民战“疫”图》。创作者代表、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梁国荣把长卷赠送给

南海区人民政府。作品记录了在疫

情防控最紧张时期，南海各战线昼夜

奔波的点滴故事，其中有南海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战时“大脑”工作，医务人

员驰援湖北，基层党员及社区工作

者、志愿者坚守防疫一线，疫情防控

宣传，南海企业主动担当……一幅幅

南海市民印象深刻的场景，近300个
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后期这些优秀作品将会转移

到区文化馆集中展出，市民可留意

“南海文化云”和南海区文化馆微信

公众号了解相关展览信息。

以艺传情弘扬正能量

各行各业齐心抗疫

作品展描绘抗疫点滴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焯莹洪晓诗

图/珠江时报见习记者廖明璨

●南海区“抗击疫情”原创艺术作品展演

时间：6月 地点：南海影剧院

●“朗朗读书声”2020南海区全民阅读

活动

时间：4月~9月 地点：南海区各镇街

●南海区网红音乐大赛

时间：5月~9月

地点：南海区各镇街

●“四季之声·活力南海”系列活动之南

海区第四届广佛同城少儿器乐大赛

时间：6月~9月 地点：南海区各镇街

●“诗书画乐颂南海”采风活动

时间：2020年全年

地点：南海区各镇街

第一季：春·颂

●2020南海BEATBOX展演

时间：8月 地点：南海体育馆

●潮人街舞SHOW

时间：6月~9月

地点：南海区桂城街道

●“炫舞南海·SHOW我风采”校园

舞蹈才艺大赛

时间：8月~11月

地点：南海区各镇街

●“高雅艺术进剧场”舞台艺术精品

展演

时间：7月~12月

●“佛山韵律·幸福小康”《佛山全民

综艺大舞台》暨“舞动全城”第四届

广场舞展演活动南海赛区

时间：5月~12月

●“印象南海”2020南海区原创书

画摄影精品展

时间：8月~10月地点：南海区文化馆

●“我心向党”群众歌唱展演

时间：8月~10月地点：南海区各镇街

●“校园新歌声”歌唱大赛

时间：9月~11月

●2020年南海区戏剧曲艺花会

时间：11月 地点：南海影剧院

●2021年南海区新年音乐会

时间：12月 地点：南海影剧院

●2020南海区艺术四季闭幕式

汇报展演

时间：12月 地点：南海影剧院

●“非遗瑰宝·南海家珍”民俗

系列活动

时间：2020年12月~2021年1月

第二季：夏·翩

第三季：秋·绘

第四季：冬·萃

展 演

回 顾

记 录

■情景朗诵《到！我是共产党员——致要往战斗前线的亲人》。

■美术长卷《南海全民战“疫”图》吸引参观者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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