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珠海市金琴快线工程（港湾大道-梅华立交）香洲段建设
需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办法》以及《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等规定，现发布通
告如下：

一、因珠海市金琴快线工程（港湾大道-梅华立交）香洲段
建设需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决定依法对珠海市金琴快线
工程（港湾大道-梅华立交）香洲段用地发布用地清场通告。

二、根据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珠海市金琴快线工程
（港湾大道-梅华立交）设计概算（不含管线迁改费）的批复》（珠
发改概〔2017〕31号)、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地字第2017-023号)，本项目用地位置始于港湾
大道与金凤路平面交叉口，终点与梅华立交相接，用地性质为
城市道路用地，用地面积220938.21平方米。补偿范围为用地
红线图范围，具体用地范围详见附图和现场界桩。

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含临时设施）补偿参照《珠海市征
收（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珠府〔2015〕43
号）的规定执行。

四、项目用地范围的各权属单位、经济组织或其他权利人，
应当在本通告发布之日起，配合属地征地拆迁工作部门办理青
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手续及现场测绘丈量工作，并清理场
地、搬迁。逾期未办理补偿登记手续及现场测绘丈量工作的，
其补偿内容以辖区征地拆迁工作部门的调查登记结果为准。

五、本通告发布当天，公证部门对建设项目用地范围的地
貌、涉及的地上青苗及附着物的现状进行实景录像和拍照取
证，所得结果作为计算登记补偿的依据。

六、自通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原
地貌，所进行的新栽新种、新搭建和新添附其他一切地上青苗
及附着物等，一概不作任何补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该地上
种养的单位或个人自行承担。

七、自通告发布之日起两个月内不配合征地拆迁工作部门
办理地上青苗及附着物的清点、测量登记及补偿等工作，不清
理场地、搬迁的，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
条，由属地政府组织清理场地，其青苗及地上附着物不予补偿，
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该地上种养的单位或个人自行承担。

八、项目建设用地范围、位置、坐标，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到香洲区前山街道办事处、香洲区征
地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市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或珠海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任一单位查询，联系方式如下：

（一）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街道办事处，地址：香洲区前山鞍
莲路1号，联系电话：0756-8620310。

（二）珠海市香洲区征地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地
址: 香洲区教育路青春一街1号，联系电话: 0756-2617736。

（三）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地址:香洲区南屏镇坪
岚路4号，联系电话：0756-8813123。

（四）珠海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址：珠海市南湾北路1号，
联系电话：0756-8595521。

特此通告。
附件：金琴快线工程（港湾大道～梅华立交）用地红线图香

洲段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20日

用 地 清 场 通 告 珠香府通告〔2017〕14号

珠海市会计行业协会筹备公告
由珠海德律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珠海开元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市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珠海华天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珠海正
德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广东华税银河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珠海
国睿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珠海中拓正泰财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珠海
市永信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发起单位，珠海市会计行业协会于2017年
6月28日经珠海市民政局核准名称并批准筹备，现予公告：

本会的宗旨是：服务、指导、协调，即以服务国家建设为主题、以提高专业水
平和会计信息质量为主线，为会员服务，指导会员执行和实施国家财会制度和法
规，协调行业内、外部关系，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行业科学发展。本协会遵守
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如对组建本会有疑义或异议的，请于7日内与登记管理机关珠海市民政局
联系。

珠海市会计行业协会筹备委员会
2017年11月16日

斗门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送达公告

我局已发出斗卫医催〔2017〕
002号《催告书》（邹纪成案），上述文
书已于今日在我局公告栏内张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日即视
为送达。

特此公告。
珠海市斗门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年11月20日

产权交易公告
一、项目编号：ZHAEEC17-002ZQ
二、交易标的：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栏港支行对珠海宝丰鑫化

工有限公司的债权
三、交易底价：人民币贰仟柒佰贰拾万元（小写：2720万元）。
四、竞价保证金：人民币贰佰柒拾贰万元（小写：272万元）。
五、交易资格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意向受让方不得为债务人（含债务方的高管、财务人员）、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经办债权转让的中介机构等参与人员、参与相应不良债权
处置的转让方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六、公告起止日：2017年11月16 日至2017年12月4日。
七、意向登记地址及联系人：珠海市横琴金融产业服务基地13号楼。联系

人：蔡小姐 电话：0756-2992728。
请有意向的投资者登陆珠海产权交易中心网：http://www.zhaeec.com/
了解该交易项目的详细内容和下载相关表格。

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1月20日

公开招标信息
一、项目名称：万山海关办公楼整

体维修项目。
二、项目预算为人民币陆拾贰万

柒 仟 柒 佰 玖 拾 壹 元 玖 角 贰 分
（￥627791.92元）。

三、报名及购买标书时间：2017
年11月20日08时30分起至2017年
11月24日17时30分止（法定节假日
除外）。

四、详细信息须查看：http://
www.ccgp.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五、联系地址：珠海市吉大石花东
路83号海湾花园牌楼29栋二楼。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756-
3356136，13600369055

拱北海关后勤管理中心
广东明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0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补发公告
现有原房产权利人广西壮族

自治区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珠海分
公司就其名下坐落于香洲区拱北
石花西路将军花园A塔楼4B房的
房地产权证（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
0107339 号），向我中心提出遗失
（灭失）补发申请，根据《珠海市房
地产登记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
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三个月内将书面异
议材料送达至我中心，期满无异
议，原证作废，我中心将核准补发
新的权利证书。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1月16日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批前媒体公示
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华发水郡花园三期B区一标段规

划条件核实，为保障相关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依规定，我分局要求对
该项目进行规划条件核实批前公示，具体公示内容详见现场进行公示，
主要涉及19、21栋的06户型内部局部调整，及20栋原报建大堂局部
调整为架空层等，公示时间为即2017年11月20日至2017年11月29
日。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如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内向珠海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斗门规划分局反映。

有效意见反馈方式：书面意见(写明真实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
系地址),请送至斗门规划分局规划验收与法规监察科和斗门行政服务
中心规划窗口

科室电话:5570810，电子邮箱:1520478384@qq.com，窗口电话:
5135109,科室地址: 井岸镇白藤湖艺海小区4号（鳄鱼岛东南侧）

2017年11月17日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的首要政治任务。连日来，珠海各界创新
宣传宣讲形式，利用多种手段、多种渠道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让十九大精神深入基层、深入头脑、深入心灵，真
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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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政研室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

为珠海的事业发展当好参谋

本报讯 11月 17日至18
日，市委政研室举办为期两天
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
题研讨班，邀请专家学者进行
宣讲和辅导，并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在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上

走在前列”主题研讨，推动全室党
员干部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努力为珠海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征程上走在前列发挥
应有作用。

研讨班邀请北京理工大学
珠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范建荣教授作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邀请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国际商学部副部长李树杰教
授作“党的十九大新形势下宏观
经济及产业发展分析”专题辅

导。全室党员干部围绕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谈
感受，谈认识，谈体会。通过
学习研讨，全室党员干部更加
深刻领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代背
景、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
要求，更加增强了忠诚核心、拥
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加坚
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更加自觉地把
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推动政研

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
南。市委政研室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按照中央、省委、市
委部署，围绕珠海发展的全局性、
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以及影响
珠海改革发展稳定的热点难点问
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
查研究，为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珠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发挥
好参谋助手作用。

（朱研）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昨
天上午，市商务局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瞻
仰杨匏安史迹陈列馆，聆听革
命事迹，重温入党誓词。

杨匏安是华南地区最早的
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

党早期优秀的理论家和革命活动
家。在馆内，市商务局党员集体
观看了杨匏安事迹录像及图文展
览，由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
小彬领誓，全体党员面对党旗，重
温入党誓词。王小彬表示，全局党
员要认真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始终牢记、终身坚守入党誓
词，修身正己、锤炼党性，扎扎实
实将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
到工作实践中去。

随后，市商务局党员干部
前往横琴新区规划建设展示厅
参观学习。横琴新区规划建设

展示厅是珠海市对外宣传推介横
琴自贸区的重要平台。市商务局
党员干部通过观看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视频，对新时期下横琴发展
的战略规划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对深入实施开放引领战略、推动全
市商务经济跨越发展充满信心。

市商务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推动全市商务经济跨越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
道：11月18日，由北师大珠海
分校学工部主办的“青春共话
十九大”微党课大赛在励耘楼
举行，来自各院系的65名学
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主题，充分利
用新媒体技术，结合自身专业
特色，以独特的视角、创新的

方式解读理论热点、将党的理论
和社会热点与生动故事、鲜活表
演相结合。

为引导广大学生，尤其是学
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走在前列落到
实处，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争做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北师

大珠海分校学工部特举行“青
春共话十九大”微党课大赛。

比赛以“我是党课主讲人”
4分钟讲课展示。来自物流学
院的毕志文主讲题目是“新时
代背景下我们的文化自信”，生
动的表演博得大家热烈掌声。
参赛的各位同学以生动活泼的
表现方式，将党的理论和社会

热点阐述得鲜活而生动。
北师大珠海分校学工部的有

关老师表示，微党课短小精悍，小
课堂寓大意义，符合当代大学生、
年轻人的审美趣味。据悉，预赛
后，15名进入决赛者将集中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并前往参观红
色教育基地，为下一轮的决赛做
准备。

北师大珠海分校举办微党课大赛

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
道：11 月 17 日上午，公交集
团党委组织召开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会。组织
广大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
开展了基层一线先锋品牌代
表发言、表彰好司机、好乘务

员、颁发公交文明监督员聘书、
共产党员集体签名承诺等活
动。

据了解，党的十九大召开以
来，公交集团党委积极组织形式
多样的学习活动，11月9日，集
团党政班子集体瞻仰了杨匏安史

迹陈列馆，聆听革命事迹，重温
入党誓词，并由党委书记、董事
长徐超龙在陈列馆内主持召开
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有特殊意义
的党委会议。

徐超龙表示，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要结合公共交通

的实际工作抓好贯彻落实，做好
公交工作要不忘全心全意为乘
客提供优质服务的初心，以运营
一线为重点，以问题为导向，学
身边榜样，不断提升公共交通的
服务质量，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双丰收。

公交集团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会

不断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质量

（上接01版）一是发挥海域
广阔、海岛众多的独特资源优
势和海岛高端旅游业不断发展
的基础优势，发挥毗邻港澳的
区位优势，借力粤港澳合作不
断深化的东风，大力发展海洋
海岛旅游，着力建设滨海旅游
示范区。二是发挥万山群岛渔
业资源丰富、万山海钓声名远
扬的优势，发挥海岛风能、潮汐
能、波浪能丰富的优势，积极推
进海洋渔业、海洋清洁能源和
海洋科技产业的发展，着力建
设海洋产业创新区。三是发挥
海洋海岛物种丰富、珍稀动植
物繁多、生态优良的环境优势，
建设好位于万山区海域的中华
白海豚保护区、担杆猕猴自然
保护区、庙湾红珊瑚自然保护
区，推进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
建设，着力建设海洋生态保护
区。四是发挥粤港澳游艇自
由行政策落地的乘数效应，发
挥区内国际航道众多、国际锚
地布局在此的资源优势，打造
珠江口国际船舶服务保障新
平台，建设海洋综合服务保障
基地。

记者：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万山区如何抢抓发展
高端旅游业的难得历史机遇？

吕红珍：加强高端旅游开
发，是市委市政府对万山区的
明确要求，十分符合十九大的
战略部署，也十分切合万山区
的发展实际。万山区多年来坚
持“生态立区”，近年来更是坚
持“高端谋划，旅游为主”的发
展思路，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外
伶仃岛和东澳岛成功创建了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以静云山
庄、格力东澳大酒店为代表的
高档酒店先后入驻海岛，无人
岛“公益+旅游”的开发模式已
经试水等等，这些都为万山区
加快海岛高端旅游的开发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接下来，万山区将加快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滨海旅游

示范区，具体措施上来说，就是
要开展“三高”建设。一是高起
点规划。万山区将统筹全区海
洋海岛资源，参照国际知名海
岛旅游胜地，进行万山海洋海
岛的产业和空间规划，努力以
更高的视野，建设一个具有国
际先进水准的滨海旅游区。二
是高标准建设。万山区将以引
进高端旅游项目、建设高效运
输体系为抓手，选择高端旅游
项目和国际著名酒店管理团队
入驻海岛，加快以高速客轮、直
升机等为主体的立体交通体系
的建设。三是高水平管理。万
山区将严控机动车上岛，发展
海岛绿色交通；推进海岛生活
垃圾全部打包外运，实现污水
无害化处理全覆盖，切实提高
海岛管理水平，提升海岛发展
整体形象。

记者：优良的生态环境一
直都是万山群岛闪亮的名片，
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万山区将如何建设生态优
良的“美丽海岛”？

吕红珍：近年来，万山区坚
持生态立岛，加强海岛和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深入开展“美丽
海岛”和“洁净海岛”活动，海岛
的生态优势更加突出，万山区三
个镇获评“国家级生态示范镇”
和“广东省宜居示范城镇”，七条
村获评“市级生态示范村”。

未来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
面开展工作：一是加快美丽渔
村改造进程，尝试以多种模式，
推进外伶仃、东澳、大万、桂山
桂海等渔村的改造建设。二是
推进一大批海岛旅游景观提升
工程的建设，包括东澳一湾两
岸景观提升工程、海岛主要景
点道路白改黑工程等。三是开
展海岛旅游卫生专项整治。今
年万山区启动美丽海岛行动，
发布了《海岛宣言》，呼吁政府、
企业、驻岛单位、海岛居民和游
客参与其中，共同维护海岛的
自然环境。

抢抓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