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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殷贝报道：
日前，珠海市档案局（馆）召开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八届三
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
工作。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胜
利闭幕后，市档案局（馆）全体
党员干部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迅速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进一
步认识党的十九大取得的一系

列重大成果，深刻把握党的十
九大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
写新篇章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
远历史意义。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
全力做好岁末年初各项工作，切
实完成好今年档案工作目标任
务，紧密结合《珠海市档案事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提早谋划，
为明年实现良好开局打下坚实
基础。着力服务好国民经济支
柱行业和重大建设项目，围绕纪
念珠海改革开放40周年积极做

好档案利用、宣传等工作，紧贴
领导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各类
档案信息服务，编印高质量的
档案资政参考。继续加大对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领域民生档
案和政府公开信息收集整理与
开发利用工作力度，突出抓好
精准扶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确权登记等重点工作，完善城
乡基层社会组织档案管理，为
增进民生福祉作出应有贡献。
同时通过行政执法、目标管理、
示范创建和年度评估等手段提

升档案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人
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档案
安全工作新格局，督促各区加
快档案馆新馆和数字档案馆建
设进度。以“大数据+档案”为
抓手，推进大数据、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与档案工
作的深度融合，构建“馆室一体
化”档案信息共享平台，扎实推
进全市电子文件共享利用、规
范管理和归档保存工作，推动
电子档案“单套制”“单轨制”管
理模式逐步推广。

珠海市档案局（馆）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八届三次全会精神

为明年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讯 记者殷贝报道：日
前，珠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专题
学习中共珠海市第八届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按照《珠海
市文联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工作方案》提出的具体
要求，逐项逐条落实好。

会议要求，要深刻学习领
会市委八届三次全会精神，坚
决贯彻落实全会通过的《中共
珠海市委关于持续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珠海落地生根结
出丰硕成果的决定》和《中国
共产党珠海市第八届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决议》精神；要
坚持正确导向，结合改革开放
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党100
周年的时间节点，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提早谋划、精雕细琢，
不断推出一批聚焦实现中国梦
这个时代主题，讲述中国故
事、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的优秀文艺作品；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把党的十九
大精神、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
和市委八届三次全会精神贯彻
落实到我市文学艺术界的各项
工作中，积极用文学艺术的形
式宣传我市在新发展理念下取
得的突出成果，全力以赴完成
今年的各项工作，努力做推动
我市文艺繁荣兴盛的引领者和
践行者。

珠海市文联传达学习市委八届三次全会精神

努力成为推动文艺繁荣的引领者和践行者

本报讯 记者刘联报道：
“健康第一，高度重视学校卫
生工作，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昨天下午，我市在市体育
运动学校礼堂组织召开了
2017年全市学校卫生工作会
议。副市长阎武出席会议并
讲话。市教育局、市卫计局相
关职能部门领导及负责人、全
市各中小学校校长、各高校卫
生工作主要负责人等 300多
人参加会议。

市卫计局、市教育局对我
市2017年学校卫生和健康教
育工作进行了通报并提出具体
要求。今年以来，季节流行性
传染病时有发生，传染病防控
工作不容忽视，健康学校建设
需加速推进。要加强对学校传
染病、学生常见病的预防，把学

校食品卫生管理抓实抓细，着
力推进健康学校创建。

阎武要求要提高思想认
识，切实落实学校卫生工作主
体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形成
密切配合、各司其职的学校卫
生工作格局；强化工作保障，
不断提高学校卫生工作的能
力和水平；突出工作重点，开
拓创新学校卫生工作的新局
面。各区各单位要坚持依法
科学防控、有序有效应对，在
思想上，要坚持底线思维、问
题导向，把形势估计得充分一
些、复杂一些、严峻一些；在工
作中，要掌握主动，把各项防
控措施谋划得更细致一些，做
得更扎实一些，切实做好学校
卫生和疾病防控工作，为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建设健康珠海
作出新的贡献。

全市学校卫生工作会议召开

加速推进健康学校建设

本报讯 记者张晓红报道：
昨天，全市绿色建筑暨装配式
建筑示范工程现场会在横琴新
区华策国际大厦举行。记者在
现场获悉，我市新建民用建筑
项目全面落实绿色建筑标准，
其中超过40%项目已达到二
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绿色
建筑整体发展水平处于全省前
列。

华策国际大厦位于横琴
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总投资超
过12亿元，是由26层办公塔
楼和 4层商业裙房组合而成
的商业办公楼，开工以来先后
荣获“全国绿色施工示范工
程”“全国AAA级标化工地”
等荣誉，其装配式高层钢结构
建筑技术水平在我省处于领
先水平。特别是项目在屋顶
绿化、地下空间利用、节能照
明、中水雨水利用、节水器具
等绿色建筑方面创新模式，均
产生了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具有先进的标杆示范性
作用。

此次现场会由珠海市住规
建局、市墙材办以及市绿色建
筑协会组织。据市住规建局总
工程师毛建华介绍，2016年以
来，全市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全
面落实绿色建筑标准，其中超
过40%项目已达到二星级以
上绿色建筑标准，绿色建筑整

体发展水平处于全省前列。珠
海在全省率先制定了《绿色建
筑工程验收导则》《既有建筑绿
色化改造设计导则》等相关技
术标准，同时与省内外科研机
构联合开展被动式房屋、超低
能耗建筑等8项技术课题攻关
研究，为全市绿色建筑由“浅
绿”向“深绿”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

据悉，《珠海经济特区绿
色建筑管理办法》将于12月
13 日正式实施，珠海将全面
执行绿色建筑建设标准。此
外，实施装配式建筑已成为国
家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既定方
针，珠海已出台规范性文件
《珠海市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管理办法》，大力发展装配式
建筑。

记者获悉，下一步我市将
坚持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
融合发展思路，围绕“科技引
领、设计支撑、精益加工、集成
装配、品质保障、三个一体化
建造方式”，推行“结构、机电、
装修一体化，设计、生产、装配
一体化，技术、管理、市场一体
化”，抓住发展机遇，推进我市
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目前
全市开展装配式建筑示范工
程建设项目4个，培育产业化
PC生产基地3个，其中华发中
建预制构件厂已正式投产。

我市召开全市绿色建筑现场会

四成新建民用建筑项目
达二星级以上标准

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精神，
经酝酿推荐、组织考察、统筹研
究，现将珠海市十三届省人大代
表候选人人选名单予以公示（附
后）。

公示时间：2017年 12月 6
日至12月10日。公示期间，干
部群众可以通过电话、信函、电
子邮件、来访等方式，向市委反
映公示对象的情况和问题。反

映情况和问题要实事求是，提倡
实名反映，以便了解核实。

联系电话：2120533，传真
电话：2250819。来信请寄：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 2 号

市机关大院 1 号楼 533 室收，
邮 政 编 码 519000。 电 子 信
箱：zzbgbk@zhuhai.gov.cn。

中共珠海市委
2017年12月6日

关于珠海市十三届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人选（含后备人选）名单的公示公告

丁晓平（女，民革），1965年
4月生，山西汾阳人，现任珠海
市振业混凝土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基建设集团华南地区总经理，
市工商联副主席。

乔坤（中共），1983年12月
生，内蒙古卓资人，现任珠海福
建商会党支部书记兼执行秘书
长。

刘娟（女，中共预备党员，农
民工），1985年8月生，河南信阳
人，现任广东兆邦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开发工程师。

严伟，1960年9月生，山西
太原人，现任纳思达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

苏志锋（农工党），1984年1
月生，福建安溪人，现任珠海市
环境保护监测站生态文明研究
部部长。

杨云锋（中共，农民），1977
年7月生，广东珠海人，现任珠
海市斗门区白蕉镇虾山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何灿（女，中共），1974年8
月生，湖南湘潭人，现任北京德
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芳敏（女，工人），1986年
12月生，湖南株洲人，现任珠海
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专
员。

张海霞（女，工人），1975年
3月生，河南焦作人，现任珠海
市香洲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家
政服务部职员、珠海市家庭服务
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

陆骊工（无党派），1969年9
月生，浙江东阳人，现任珠海市
人民医院院长、市介入诊疗中心
主任、市精准医疗中心主任。

陈英（中共），1959年 5月
生，广东丰顺人，现任珠海市人
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正厅级）、
党组书记。

陈荣沛（中共，农民），1963
年5月生，广东中山人，现任珠
海市金湾区红旗镇沙脊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欧阳彦（女，致公党，侨眷），
1967年 10月生，湖北武汉人，
现任珠海名图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广东省打印耗材行业协会副
会长，珠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市
妇女儿童福利会常务副会长。

赵伟媛（女，中共），1973年

4月生，辽宁兴城人，现任珠海
市金湾区委副书记、区长，市航
空产业园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

赵秀玲（女），1972年 2月
生，广东珠海人，现任珠海市斗
门区实验小学教师。

赵悦崇（中共，农民），1976
年1月生，广东珠海人，现任珠
海市斗门区斗门镇南门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钟以俊（中共），1963年11
月生，安徽繁昌人，现任珠海城
市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侯兰英（女，中共），1971年
6月生，安徽广德人，现任珠海汉
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经
理。

侯雪梅（女，无党派），1967
年11月生，山东东平人，现任丽
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
科学家。

姚奕生（中共），1965年7月
生，广东汕头人，现任珠海市委
副书记、市长。

徐凌（女，中共），1977年10
月生，山东临沂人，现任广东明

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郭元强（中共），1966年5月
生，河南光山人，现任珠海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黄鑫（中共），1966年 8月
生，湖南澧县人，现任珠海九洲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珠海控股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会主席。

黄智饶（中共），1964 年 8
月生，广东陆丰人，现任珠海市
珠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崔云香（女，民建），1968年
7月生，湖北钟祥人，现任珠海
市关爱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

梁真（女，苗族），1984年8
月生，广西融水人，现任珠海市平
沙第一中学教师、学生处主任。

韩延辉（中共），1964 年 5
月生，辽宁黑山人，现任珠海市
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潘裕娟（女，民革），1981年
4月生，广东高州人，现任珠海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分
院副总工程师兼政府规划与城
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珠海市十三届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人选（含后备人选）名单
（共28人，按姓名笔划排序）

本报讯 记者靳碧海报道：
共聚党校精英，共创优质资源，
共建合作平台，共享智慧成
果。12月6日，首届地方党校
智库合作联盟论坛暨“创新驱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之
路”理论研讨会在珠海市委党
校举行。来自广东省、浙江省、
安徽省的11个创始党校的代
表参加了会议，共同签署了智
库合作联盟协议书，标志着区
域党校智库合作平台建设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11个创始党校分别为浙
江省绍兴市委党校、宁波市委
党校、温州市委党校、嘉兴市委
党校、湖州市委党校、舟山市委
党校，广东省珠海市委党校、东
莞市委党校、中山市委党校、韶
关市委党校，安徽省铜陵市委
党校。

记者了解到，合作联盟将
着重建设联合调研、学术交流、
成果展示、咨政建言四大平
台。规定每年至少开展一次重
点领域、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
的联合调研和攻关，每年推出
一批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
要影响的咨政成果。同时，通
过“合作联盟通讯”的方式，刊

登联盟成员优秀决策咨政成
果，在各校教师间交流学术思
想、共享学术资讯、营造学术氛
围。

“合作联盟成立目的是促
进地方党校学术交流和科研合
作，建设开放合作、交流互通、
协同创新的区域党校智库合作
平台。”珠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
长劳志伟介绍说，地方党校智
库联盟的成立是兄弟党校之间
加强交流合作的一项创举，联
盟成员将相互借鉴、相互学习，
不断提高各地党校科研工作水
平。同时，紧紧围绕创始党校
地方经济社会建设需要，精选
调研课题，积极推动调研成果
转化为咨政研究成果，在繁荣
地方党校科研成果中彰显自己
的价值。

据了解，合作联盟论坛每
年11月由联盟成员轮流主办，
随后举行圆桌建言会，邀请当
年由合作论坛评选产生的获奖
成果作者参会，并形成《地方党
校智库合作联盟年度圆桌报
告》。

12月7日，全体参会人员
还将前往横琴新区、珠海市航
空产业园、中航通飞进行调研。

首届地方党校智库合作联盟论坛在市委党校举行

打造区域党校
智库合作平台

（上接01版）在大会期间举
行的“城市新政策与新资源”专
题推介会上，市会展局局长周作
德全面介绍了我市城市、产业、
会展业发展情况、会展业基础设
施及会展政策等，为现场嘉宾全
方位展现珠海会展优势，并让更
多的会议采购人、策划人了解珠
海会议资源与设施，进一步提升
珠海作为会议目的地城市的品
牌影响和辐射力，推动我市会展
业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

会议业增长势头强劲，也成
为我市会展业转型升级发展的
新亮点。今年以来，我市充分发
挥会议目的地城市的显著优势，
先后承接2017自贸区（横琴）论
坛、第三届中以科技创新投资大
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
际传播暨中国（广东）企业“走出
去”论坛等多场高规格国际会议
活动。前三季度，全市共举办以
商务会议与行业会议为主的会
议2239场，同比增长15%；参会

总人数超35.7万人，同比增长约
16%。

本届大会上，以“展现珠
海、会展精彩”为主题，市会展
旅游业协会组织市会展集团、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横琴湾酒
店、拱北口岸中旅等多家企
业、机构组团参会并积极开展
招商宣传，着力展现珠海会展
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
品牌化”发展的开放创新形
象，进一步助力我市打造国际

会展名城。
在5日晚举行的颁奖仪式

上，我市会展业大放异彩，获得
多项殊荣：其中，珠海荣获

“2017中国最具品牌价值会奖
目的地”；珠海国际会展中心荣
获“2017中国最佳服务会展中
心”；珠海国际会展中心总经理
付睿荣获“2017中国会奖最受
关注行业领导人”；静云山庄荣
获“2017中国最受青睐会奖度
假酒店”。

珠海：2017中国最具品牌价值会奖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