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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业
园区用地管理的意见
横琴新 区管委会 ,各 区政府 (管 委会 ),市 府直属各 单位

:

为鼓励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 园 区的发展 ,促 进土地资
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根 据 《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
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 统计局 《文
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2012)》 、 《珠海市文化产业 园 区管理试行
细则》等文件规定 ,结 合本市实际,就 加强我市重点文化项 目及
文化产业园区用地管理 ,提 出以下意见

:

一、适用范围
本意见所称 的重点文 化项 目,是 指符合国家 、省 、市文化
产业政策 、具有一定投资规模 、经济社会效益突出、市场 前景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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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好 、在全市有明显示范带动效应的基本建设类和文化产 品 动)

类文化产 业项 目。
工
本意见所称 的文化产 业 园 区,是 指集 聚 了 定数量的文化
企业,具 备一定的产 业规模 ,并 具有相应的基本服务管理机构和
公共服务平台,能 够提供相应基础设施保障和物理空间的文化产
业发展集聚 区。
本 意见所称 的用 地 主 要是指发 展的产 业方 向符合 《珠海市
文化产 业园区管理试行 细则》 中的珠海市文化产 业园 区文化企业
认定行 业参考 目录 (详 见附件 ),且 用于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园区的用地 。
二、部门职责
市国土 资 源局 、市 文体旅 游局 、市住房 和城 乡规划建 设
局 、市房地产登 记 中心 以及各 区政府 (经 济功能 区管委会 )在 备
自职责范围内做好 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业 园区用地的规划 、土
地 出让 、建设审批 、登 记、监管 、服务和扶持政策落实等工作。
市发展和 改革 、城 市行政执 法 、税务等相关 部门在各 自职
责范围内予 以配合 。
对项 目性质和适用 范围有争议 的,由 市文体 旅游局负责认
定。
三、用地原则
重 点文化项 目及 文化产 业 园 区用地 应 当遵循 节约集 约利
用 、合理分配资源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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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 园 区用地应纳入年度 土地供应计
划,且 应 当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四、投资要求
申请 重点文 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 园 区用地 的项 目应 当达 到 以
下要求

:

(一 )开 发建设项 目已进行项 目可行性研究。

(二 )用 地规模不少于5000平 方米 ,其 中文化产 业园 区建筑

面积不低于zO000平 方米。
(三

)投 资强度不低于5000元 /平 方米 (建 筑面积 )。

(四 )项 目引进时明确的其他要求。

五、用地出让
重 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 园 区用地 ,综 合考虑 我市文化产
业发展政策 、供地政策和土地市场情况后按规定确定 出让底价
”
“
以 招拍挂 方式公开出让。

,

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业园区用地最高使用年限五十年。
六、用地建设
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园区用地建设用于文化及 与文化
主业相关的产业的建筑面积 (下 称主业建筑 )不 得少于项 目总建
筑面积的85%。
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园区用地建设用于为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园区发展 配套的员工宿舍等建筑 (下 称配套设施建
筑 )面 积 不得超过项 目总建 筑面积 的15%,经 市政府 批准 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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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卜。
七、地价政策
重点文化项 目及 文化产 业 园 区用地级别和级别 范围,参 照
《关于珠海市⒛11年 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 (珠 府
[2011199号 〉关于住宅用地级别 (共 八级 )和 用地级别范围的规

定予以确定 。
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 园 区用地 实施促进文化产 业发展
的地价政策 ,用 地 出让基准地价分别为 一级地500元 /平 方米 ,二
级地400元 /平 方米 ,三 级地 300元 /平 方米 ,四 级地 230元 /平 方
米,五 级地 160元 /平 方米 ,六 级地 120元 /平 方米 ,七 级、八级地
均为100元 /平 方米 。如我市现行基准地价政策修订且修 订后 的政
策涵盖文化产业用地的,则 按照新修订的基 准地价执行 。
时

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 园 区用地 ,在 容积率小于或 等于1

价

按用地 面积计收地价 ;容 积率超过 1时 ,按 建 筑面积计收地
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 化产 业 园 区用地 ,经 市政府批准建设的

配套设施建 筑面积超过项 目总建 筑面积 15%的 部分 ,按 相应功能
的市场评估地价标准计 收地价 ,其 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业园区
用地功能保持不变。
八、转让规定
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业园区用地所建建 筑物 ,可 根据文
化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分割转让 (包 括首次转让及 二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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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 ),受 让项 目必须是发展文化产 业的项 目,且 受让对象为企
业法人。
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 园 区用地建设 的配套设施建 筑物
可分割转让 给整体购买主业建筑达到主业建 筑总面积 25%以 上的
企业,分 割转让的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比例不得超过受让企业购买
的主业建筑占主业建筑总面积的比例。
市政府有关 职能部 门可根据本意见另行制定 重点文化项 目
及文化产 业园区用地所建建筑物的分割转让实施细则。
九、用地监 管
依 法取 得的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 园 区用地 未 经批准

,

不得擅 自改变土地用途 。市国土资源局与用地单位应在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中明确约定 ,对 于确需改变用地功能的,用
地由政府依 法收回。
用地及用地 内所建建 筑物分割转让 时也应遵 守土地用途相
关规定或约定 。
项 目单位 取 得 重点文化项 目及文化产 业 园 区用地土地使用
权后应按规定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时间进行建设并投入
使用 ,若 不能按时建设或因特殊原因停止建设的,按 照土地管理

9

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十、解释部门
本意见由市国土资源局和市文体旅游局负责解释 。
十一 、施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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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见 自2014年 10月

1日

起施行 ,我 市之前颁布 的相关规定

与本意见有抵触的,以 本意见规定为准。施行过程中,如 法律 、
法规、规章或上级政府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
附件 : 《珠 海 市文化产 业 园 区文化企 业认定 行 业参考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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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企业认定行业参考 目录
一、新 闻出版发行服务
出版物策划 、编辑 、 出版服务
二、广播 电视电影服务
电影 、电视和多媒体节 目策划制作 ,节 目发行 ,录 音制作
三、文化艺术服务
文化 艺术创作 ,文 娱表演场馆
四、文化信 息传输服务
互联网文化信 息服务
五、文化创 意和设计服务
多媒体 与动漫 游戏软件 开发 ,数 字动漫 与游戏设 计制作服
饰文化、服装设计
艮务
六、文化娱乐月
数字艺术设计 、影 印服务 ,版 权和 文化软件服务 ,文 化娱
乐经 纪人 ,其 他 文化 艺术 经 纪代 理 ,文 化贸 易代 理服务 ,艺
(美 )术 品、文物 、古董 、字画拍卖服务 ,图 书、音像 、数字电

子读物等制 品出租 ,文 化会展服务
七 、工 艺美术 品的服务
各类工艺品创 意、设计、研发 、展销 、拍卖等服务
八、文化设备服务
电声 、影视 、音响 、录放 、摄影摄像 、舞 台设备及器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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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租赁服务

公开方式 :主 动公 开

抄送:市 委备部委办局,市 人大办,市 政协办,市 纪委办,珠 海警备区
,

市中级法院,市 检察院,各 人民团体,各 新闻单位,中 央和省属驻珠海
有关单位。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8—

⒛14年 9月

17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