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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自然资源局负责人走进“民生在线”栏目与市民互动答疑

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
见书》24 宗，其中幼儿
园 18 宗、小学 4 宗、中
学 2 宗 ；核 发《建 设 用
地规划许可证》21 宗，
其 中 幼 儿 园 19 宗、小
学 1 宗、中学 1 宗。
此外，盘活存量，
优先落实教育需求也
取得较好效果。香洲
区尤其主城区土地资
源相对紧缺，且土地开
发强度较高。近年来，
我市先后出台了相关
城市更新项目补充公
共设施的政策文件，比
如对旧工业建筑临时
改变功能作学校、幼儿
园等使用进行政策引
导，并鼓励拆建类城市
更新项目在补公用地
中优先安排教育设施，
凯威东大、洪湾旧村、
东桥旧村等项目优先
落实基础教育设施。
同时，市自然资源局支
持香洲区研究盘活存
量土地，特别是闲置土
地，优先落实学位紧张
地区的教育设施。

田建华回应说，今年 4 月
份，我市出台了
“烂尾楼”
整治
处理政策的 3.0 升级版《珠海
市“烂尾楼”整治处理办法》。
在规划调整、土地出让、规费
补贴等方面，
给予了一系列扶
持措施。如规划调整方面，允
许具备条件的前提下提高容
积率、改变土地用途。
据各区排查统计，
目前珠
海全市共计 71 个“烂尾楼”项
目，通过政策激励已盘活在建
15 个，另有三海大厦、巨人大
厦等 7 个项目正在开展前期
研究工作。其中，
巨人大厦已
由香洲区属国企正方控股完
成了权益整合，三海大厦正由
市属国企珠海航空城发展集
团研究盘活整治方案。
田建华强调，
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
“烂尾楼”
盘活的关键
难点是复杂的经济法律关系，
这些“烂尾楼”能否获得盘活
重生，
主要取决于能否厘清项
目涉及的经济法律关系，
完成
权益整合。在此，
他也呼吁项
目相关债权债务人积极主动
协商沟通，争取尽快达成共
识、形成权益整合方案，更好
地推动我市
“烂尾楼”
的盘活。

石景山隧道
“7·15”透水事故
救援现场已发现 13 名遇难者

不动产登记办理﹃不出关﹄

田建华回应说，香
洲区是珠海市的建成
区，学龄儿童迅速增长
导致基础教育学位不
足，对此，市自然资源
局通过提前谋划优先
保障用地指标和规划
调整优先满足教育功
能等举措，做好香洲区
公办教育设施用地保
障。
《珠海市教育发展
与教育设施规划》已结
合我市城市人口发展
规模，以控制性详细规
划确定的居住用地规
模与容量为依据，制定
全市教育设施用地布
局方案。
2019 年 以 来 ，为
配合教育部门开展香
洲区公办幼儿园治理
工作，市自然资源局根
据香洲区范围的供地
（国有空闲地）和规划
情况，通过控规修改或
修正，完成了 6 宗新增
幼儿园的规划功能调
整。截至目前，市自然
资源局香洲分局已核
发教育用地的《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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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港澳企业和居民：

缓解香洲区基础教育学位不足

提前谋划优先保障用地指标：

一位香洲网友：感觉主城区公办学校
学位总是不够，自然资源部门如何发挥部
门优势保障主城区公办教育用地？

网友“阳光”：珠海现在越
来越美，但是城市中心地带的
“烂尾楼”非常碍眼，如三海大
厦这些“烂尾楼”项目，政府有
没有列入盘活计划？

个﹃烂尾楼﹄项目

□本报记者 张晓红

出台﹃烂尾楼﹄整治处理办法：

近日，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田建华等在
参加珠海市政府门户网站“民生在线”栏目活动
时，围绕“发挥资源优势 办实事惠民生”主题与市
民互动沟通。据其介绍，为缓解香洲区基础教育
学位不足，我市已核发 24 宗教育用地《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优先保障主城区公办教
育用地；出台一系列扶持整治处理措施，全市共计
71 个烂尾楼项目，目前已盘活在建 15 个。

已盘活在建

优先保障主城区公办教育用地

本报讯（记者李栋 靳碧海 陈
颖 戴丹梅）7 月 21 日晚，记者从珠
海市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
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经过连日来
不间断搜救，作业面已逐步接近受
困点。截至 21 日 23 时，救援人员
在事故现场先后发现并确认 1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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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阿 K”：我是澳门
人，在珠海有间房，想用它
在澳门的银行贷款，要怎么
办相关手续？
田建华介绍说，近年来，为
了方便港澳企业、居民在珠海
生产、生活，市自然资源局推出
了许多便民举措，其中一项就
是不动产抵押登记“不出关办
理”
模式。
据介绍，2020 年 1 月以来，
我市不动产登记服务已逐步向
港澳延伸。市自然资源局下属
单位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与港澳
合作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并设置
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
跨境抵
押登记实现“不出关办理”
、1 个
工作日办结。合作银行通过网
上申办系统上传资料、提交申
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线审
核、发放电子证书，银行凭电子
证明发放贷款，
实现银行登记业
务全流程线上流转。目前，
采用
这种模式合作的港澳银行有 15
家，
其中澳门银行有 11 家。
其次是“只跑一趟”模式。
我市的不动产抵押权登记原则
上实行网上申办，
银行在线提交
申请后，
登记机构将进行网上预
审，预审通过后会发出短信通
知。目前，
我市的不动产登记全
城通办，无论前往香洲，或者横
琴、金湾、斗门、高栏港、高新分
中心均可办理这项业务。

遇难者。
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中。接下来，现场救援指挥部将继
续全力开展水下搜救，尽快找到最
后一名被困人员。同时，继续做好
遇难者家属和被困人员家属安抚
等善后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