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拍賣出讓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公告
成國土拍告(2012)48號

根據《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國土資源部39號令、成都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通知》（成府發〔2008〕52號）、《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經營性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納入中心城區土地交易市場統一出讓的通知》（成辦發〔2010〕71號
）及《成都市國土資源局關於完善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制度促進農村土地綜合整治的實施意見》（成國土資發〔2011〕80號）等相關文件規定，成都市國土資源局將在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場（成都市高新區天府大道北段966號天府國際金融中心7號樓），以拍賣方式組織出讓三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
。現就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拍賣出讓宗地基本情況：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組織均可申請參加競買，申請人可獨立競買也可聯合競買，但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法規對申請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三、申請參加本公告多宗土地競買的，競買保證金只須按其中額度最高的一宗土地繳納。拍賣以增價方式競價，自由競價，價高者得。競得多宗土地的競買人，在簽訂最後一宗地的《出讓合同》時方能將競買保證金轉作地價款。
四、本公告出讓宗地競得人須自行向成都電業局申請辦理供電配套相關手續，並承擔相關費用。
五、JJ10（252/211）：2012-292及CH24（252/211）：2012-293號宗地住宅套型建築面積按建住房﹝2006﹞165號文件的有關要求執行，即新建商品住房總建築面積中，套型建築面積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積所佔比重，必須達到70%以上。
六、請競買申請人在2012年12月25日17時之前，憑相關報名材料及競買保證金到帳確認函到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場招拍掛窗口辦理報名手續，領取《競買應價牌領取單》。為規範流程和提高效率，請競買申請人於2012年12月24日前，持出讓文件規定的相關資料到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場招拍
掛窗口提前申報。
七、須 「持證准用」的競得人，在簽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及《出讓合同補充協議》之前，應提交相應面積的建設用地指標證書或繳納相應面積的建設用地指標價款。建設用地指標可通過農村土地綜合整治獲取，也可在成都市土地礦權交易中心、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購買；建
設用地指標價款按成都市公布的年度最低保護價繳納。（諮詢電話：028-85987005、028-87050706）
八、本公告未盡事宜詳見出讓文件，並以出讓文件中附錄的行政主管部門的法定文件為準。請於2012年12月4日起到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場（天府國際金融中心7號樓3樓窗口服務區）領取出讓文件。
聯繫地址：成都市高新區天府大道北段966號天府國際金融中心7號樓 諮詢電話：028-85987887、85987883
詳情見：四川省國土資源廳網（http：//www.scdlr.gov.cn） 成都市國土資源局網（http：//www.cdlr.gov.cn）

成都市土地市場網（http：//www.cdtd.gov.cn）

成都市國土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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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編號

GX27（252/211
）：2012-291

JJ10（252/211）
：2012-292

CH24（252/211
）：2012-293

宗地位置

高新區南部新區清和片區

錦江區楊樹街以東、牡丹
街以南、銀杏大道以西、
海棠路以北

成華區新客站片區
DXZ-009號地塊

淨用地面積

（平方米）

56898.42合
85.3476畝

57266.53合
85.8998畝

26933.23合
40.3998畝

土地用途及

使用年限

城鎮混合住宅用
地商業用地住宅
70年商業40年

城鎮混合住宅用
地商業用地住宅
70年商業40年

城鎮混合住宅用
地住宅70年商業
40年

拍賣起叫價

（樓面地價）

4200元
／平方米

2223元
／平方米

3000元
／平方米

競買保證

金（萬元）

18000

13000

8100

拍賣出讓

時間

2012 年
12 月 26
日 上 午
10時

規劃設計條件

計入容積率總建築面積

（平方米）

≤170695
（可兼容商業 ≤
20%）

二類住宅用地 ≤
146064.81 （ 可 兼
容商業≤20%），
商業服務業設施用
地≤85837.74

≤107732（兼容商
業≤20%）

建築密度

總≤27%，
塔樓≤22%

二類住宅用地≤
20%，商業服務
業設施用地：總
≤45%，高層主
體≤22%

≤20%

建築高度

≤航空限高絕對海
拔高程 540 米（相
對地面約49米），
規劃建築高度不大
於100米

二類住宅用地≤航
空限高（絕對海拔
高程 835 米，相對
地面高度約 310 米
）；商業服務業設
施用地≤航空限高
（ 絕 對 海 拔 高 程
835 米，相對地面
高度約325米）

≤航空限高絕對海
拔高程780米

綠地率

≥30%

二類住宅用
地⫺25%。
商業服務設
施用地：方
案合理性確
定

≥25%

規劃用地使用性質

二類住宅用地，兼容
20%商業

二類住宅用地、商業
服務業設施用地

二類住宅用地

持證准用面積

（畝）及方式

85.3476
指標證書

85.8998
指標證書

22.9163
指標證書

宗地位置示意圖

52%家長聖誕消費逾千五
買禮物吃大餐增親子關係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星期一B8教育責任編輯：唐偉雄

【本報訊】針對近日中史應該列為必修科的呼聲
高漲，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
指出，當局應該在中學恢復將中國歷史獨立成科。同
時，他認為 「港式國民教育」要國史、國情、港情三
軌並行。

何漢權表示，2000 年課程改革，政府只將中國歷
史視為課程元素，提出將其切割，融入社會人文科、中
西史合併、校本發展，以及獨立成科四個方案。實為不
解歷史精神，未正視歷史傳承。他認為這是將中國歷史
教育埋葬， 「功利魯莽」的行為。

何漢權續稱，政府忽略國民教育的根本源於國史教
育，眼下香港和內地有很多互動，港人有需要了解國史
，以自由核心價值，發揮對國家的影響。同時，他為中
國歷史科未有列入中學必修科目深感可惜。他說： 「一
個國家或社會，越重視歷史傳承，就會越有希望。」作
為中國人，應該對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珍而重之，讓學
生認知國史，並必須有相應行動。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昨日在校園舉行以 「喜．
動．迎金禧」為主題的 「2012中大校友日」，逾5,500
名校友及其親友返回母校與同窗好友及師長聚首一堂，
人數為歷年之冠。

明年創校50周年
中大明年便是創校 50 周年的金禧誌慶，昨日的活

動中，校長沈祖堯教授與一眾校友率先在校友日見證校
慶主題及標誌隆重登場，並率領中大人作出 「中大五十
．關懷」行動承諾，邁向金禧。

中 大 50 周 年 校 慶 的 主 題 為 「傳 承 ． 開 創 」
（Embrace our Culture．Empower our Future），意指中
大人擁抱傳統，回顧前輩學人及創校先賢的功業，同時
也瞻望未來，配合時代需要，為未來灌注新動力，應對
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校慶標誌的設計靈感源自中大校
徽中的 「鳳」，以鳳冠為 「5」，彎角為 「0」，以校色
紫與金為主。

沈祖堯校長同場宣布校慶重點活動─ 「中大五
十．關懷」大行動。學校將率領師生校友在 2013 年參
與50項關懷社會行動；呼籲每位中大人捐獻50小時參
與義務工作；以及加入沈校長領導的 「中大五十．關
懷服務團」，支援弱勢社群，與社會分享大學發展的
成果。

沈祖堯表示： 「『中大五十．關懷』是一項極富意
義的行動，在金禧校慶年之際，讓中大社群以感恩喜悅
的心與社會各界分享我們的成就，藉此重申大學的核心
價值和使命。我們希望透過行動中的三大承諾，凝聚中
大人的力量，扶助弱勢社群，共建關愛社會。」

中大自2005年起，每年定期於12月舉行校友日，
讓一班校友聚首中大，回味在中大學習的日子。今年
精彩節目包括開幕禮、表演、講座、嘉年華攤位及兒
童節目、畢業班校友合照、主題參觀、書院／研究院
晚宴等。

國教要港情國情國史並行

5500人參與中大校友日

是次調查由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於11月6至15
日以電話形式，隨機訪問 782 中小學生家長及 763 名
學生。調查顯示，雖65%家長想與子女共度，但受訪
中學生中 75%想與朋輩同度。而小學生雖有 30%會花
五天或以上與父母歡度聖誕，但能抽出五天陪就讀小
學子女的家長僅10%左右。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主
席狄志遠擔心消費金額的增長，是家長因工時長對子
女有補償心理。

調查中聖誕消費主要在買禮物和吃大餐，林先生
一家月入約 3 萬，今年預計聖誕消費 2,000 元慶祝。
「最主要的活動是一家人吃自助餐。」

對子女有補償心理
受訪家長中近90%表示會送禮物給子女，其中遊

戲產品和電子產品成為家長的主要選擇，分別佔到
19%和 16%。這兩類禮物亦是學生選擇最多的，分別
佔到 27%和 34%。值得注意的是文具書籍並非家長的
首選禮物，而學生選擇文具書籍禮物的也只有不足
10%。林先生則不同意為兩個女兒買過於貴重的禮物
， 「重在實用價值，不想女兒有攀比心態」。10歲的
大女兒今年提前拿到單肩包作為聖誕禮物，亦表示：
「心意。」

中小學生在選擇與誰共度節日上表現不同。小學
生雖有80%選擇與父母共度節日，但中學生選擇與父

母共度節日的則驟降逾 60%，甚至有近 30%中學生與
父母相處的時間不足一日。隨子女的成長，生活圈
子擴大，中學生重視朋輩相處不可避免。同時，逾
20%家長會安排學生假期溫習功課準備考試，亦可能
是原因之一。狄志遠認為，親子相處時間可能由於子
女成長而減少，但不應疏離，家長可以通過節日家人
共同活動增進溝通。

旅行仍然成為被訪者過聖誕的最佳選擇，調查顯
示中學生逾34%希望與家人旅行。林先生兩個女兒都
在讀小學，不過讀小五的大女兒今年計劃兩日約朋友

共度。不過林先生並不擔心大女兒將來會疏離：「反而
是小女兒令我比較擔心，因為她現在就不太聽話。」

放鬆時間避談功課
狄志遠建議： 「家長應了解不同時期與子女不同

的溝通方法，小時候以指令為主，中學時則以鼓勵和
引導為主，而成年則要尊重子女意願。」至於考試溫
書和送禮物，家長在外出放鬆時間避談功課考試，亦
可以遷就子女在家聚餐。節日禮物則看實際需要，切
勿因補償心理而注重物質消費。

聖誕節吃大餐、送禮物已成港人家庭
團聚、增進親子關係的重要方式。有調查
顯示，今年預計花費1,500至4,000元的受
訪家長佔47%，與去年相比多近10%，可
是消費金額增多卻並不能代表家長與子女
的感情必然增進，因為調查同時發現，即
使有90%家長有信心在這個聖誕假期過後
能增進親子關係，卻僅有55%中小學生認
為能增進與父母的關係。

本報記者 彩雯

聖誕節家長花費

今年（預計）

去年

資料來源：香港家庭教育學院

$500或以下

10%

17%

$500-1500

38%

42%

$1500-4000

46%

37%

$4000及以上

6%

6%

▲調查顯示，近三成中學生聖誕
節與父母相處不足一日

本報記者彩雯攝

▲逾5500人參加中大校友日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本港獸醫嚴重缺乏
，已登記的貓狗寵物達 40 多萬隻，但執業獸醫只有
400多名，專科獸醫更是絕無僅有。本港獸醫不足，
主因是本地並無學府開辦獸醫課程，令有志於獸醫行
業發展的學生要負笈海外。不過，歐美、澳洲等地學
費、生活費不菲，一般家庭未必負擔得起。因此，赴
台升學成了學生的另一個選擇。近日，本報記者應台
灣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邀請，在海華服務基金會主任
李志文帶領下，赴台灣九間大學參訪相關專業。

台大獸醫學系擁有全東南亞最大的動物醫院，其
他設施尚有人畜共通傳染研究中心，及於兩年前成立
，亞洲第一個動物癌症醫學研究中心等。大學部課程
為五年制，學生於第五年在校內教學動物醫院接受一
年實習醫師訓練後，才可獲授予獸醫學士學位。

台大獸醫學系現有約六名港生就讀，去年錄取四
名港生，然而四人最後均未有入讀。台大獸醫學系本
年將繼續提供四個保障名額予香港學生，該校秘書兼
教務註冊組主任表示，台大獸醫學系很有誠意錄取最
好的學生，包括香港學生，但明年若再有港生獲取錄
卻未有報到，校方未來也許不會再為港生提供保障名
額。

該校獸醫專業學院臨床動物醫學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吳應寧稱，台大獸醫學系的研究、臨床培訓都屬頂
尖級數。他指出，中獸醫在獸醫界的發展潛力非常大
，解決很多西方醫術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院方在三
年前增設中草藥及針灸課程，以配合獸醫研究的發展

趨勢。他又闡明一般人對獸醫的誤解： 「獸醫的工作
不只是醫貓、醫狗、配種。人類很多疾病都是從動物
身上追溯，因此獸醫不只是管動物，而是對整個人類
社會都有貢獻。」

環境優美、有 「公園大學」美譽的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同樣開辦五年制學士課程，擁有動物醫院、
實驗畜舍、海水魚類養殖場、中藥植物場等設備。校
內更有一個畜養各類動物的牧場，及一所收容逾900
多隻走私或遭棄養動物的野生動物收容中心。

校長古源光表示，該校獸醫學系畢業生於獸醫師
考試通過率約80%，為各大學之冠。 「台大的學生好
，但不一定全會當獸醫師，不少會去外國做研究、做
教授。屏科大的學生一進來就是定位當獸醫師。」與
台大獸醫學系的分別，他認為是屏科大學生有較多機
會接觸大型動物： 「台大可能會較注重寵物，學生未
必有很多機會接觸牛、羊、馬等動物。相比其他學校
，屏科大的優勢是擁有一個很大的牧場。」

畢業後可在港執業
台灣現時有四間大學開辦獸醫課程，包括台灣大

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前兩者獲
香港獸醫管理局認可，學生畢業後可馬上在港執業。
該校獸醫系教授廖明輝表示，希望港方在兩年內認可
該校課程。

關於學歷認證問題，屏科大獸醫學系二年級香港
僑生廖翠瑩曾向有關部門查詢，得知畢業生只要提供
課程資料予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證，須時三
個月，之後便可執業。打算畢業後回港發展的她表示
，獸醫在香港發展空間很大，除開設獸醫診所外，馬
會、海洋公園等機構亦不乏工作機會。

六港生台大讀獸醫

▲屏東科技大學學生在動物醫院治療受傷動物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