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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珠海市金能纸
品有限公司两公司申请位于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
梅华路北工业厂房进行拆建类城市更新改造事宜，
依据《珠海经济特区城市更新管理办法》及《珠海市
城市更新项目申报审批程序规定（试行）》的规定，
为充分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我局现对该更
新单元计划内容进行公示。拟更新范围内的相关
业主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或任何疑问的，可以在公
示期间内向珠海市香洲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咨询
反映。现公示如下：

计划申报主体：珠海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拟更新范围：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梅华路北工
业厂房（见附件），已列入珠海市香洲区“三旧”改造
地块数据库，所在图斑编号为:44040200625；

拟更新用地面积：14004.22平方米；
拟更新方向：商业、办公、住宅混合用地功能；
更新意愿达成情况：用地及地上建筑物属为珠

海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珠海市金能纸品有限
公司2个权利人。现所有权利人一致同意，由珠海
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次城市更新单元计
划的申报主体，具体项目实施主体须依据城市更新
政策规定的条件及程序进行确认后产生；

公示时间：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1月9日
（7天）；

有效反馈意见时间：公示期内；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书面意见并注明联系人姓

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送（或邮寄）至珠海市香洲
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兴
业路413号408室）；

联系电话：0756-2510801，传真号码：0756-
2510466。

附：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梅华路北工业厂房拟
拆除重建范围示意图

珠海市香洲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
2018年1月2日

公 示 （香洲2018ⅠB001号）

项目原用地面积：14004.22m2

附件：
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梅华路北工业厂房拟拆除

重建范围示意图

一、项目名称：拱北海关白石私货
仓库消防改造工程。二、项目预算：
￥828,126.44。三、报名及购买标书
时间：2018年1月3日8时30分起至
2018年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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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石花西路林海大厦2楼。联系人：
曾羽笛,联系电话：0756-3361067。

珠海市物资招标有限公司
二0一八年一月三日

招标公告

我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
款第（四）项的规定，收缴了仿真枪配
件1件，并已依法制发了收缴清单（九
关缉收缴字[2017]503号）。现根据
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
收缴清单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2018年1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九洲海关公告 珠海市柏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4007444754554，公 司 自
2018年1月1日起停止经营，请
债权人自本公司声明之日起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清
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登记机关
依法申请注销登记。

注销声明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粤04破13号
2017年8月2日，本院根据巴特勒（上海）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

理格林柯尔（珠海）工业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债务人名称）破产清算
一案。查明，债务人负债为378384668. 13元，现有财产为7863288.
10元。本院认为，格林柯尔（珠海）工业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21日裁定宣
告格林柯尔（珠海）工业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

特此公告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香洲区梅华东路四楼写字楼
539平方出租，简装，可整层或分开
出租，价格面议，欢迎中介介绍，曾
生13005789328。

写字楼出租

金湾区召开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专题会

推动金湾在新起点上再创新局
本报讯 记者赵岩 见习

记者罗汉章 通讯员詹燕超：
2日上午，金湾区委召开理
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专题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二卷。会议强调，要
科学组织，精心安排，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金湾落地生

根，结出丰硕成果。
专题会上，金湾区委常委班

子认真学习了《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二卷，并相互交流了学习体
会。大家表示，学习《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二卷，对学懂弄通做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金湾
在新起点上再创新局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要坚持不懈

深入学习，更好地领会和把
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
富内涵，用以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以上率下带动
全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二卷落到实处。

专题会强调，要提高站位、
准确把握，切实增强学习贯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金湾区
上下要通过深入学习，坚定“四
个自信”，要真学真懂真信真
用，全面准确掌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
学体系、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并把它作为解决金湾改革发展
问题的“金钥匙”。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
道：日前，高栏港区召开党委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
神”走在时代前列》、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办国办
《关于做好2018年元旦春节
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和
市安委办《关于加强岁末年初
安全生产工作建议的函》有关
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把弘
扬“红船精神”化作忠诚核心、
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
的政治自觉，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把维护习近平同志核心地
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这一根本政治要求贯彻
到改革发展稳定全过程，体现到
党的建设各方面。要把大力学
习弘扬践行“红船精神”同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结合起来，
同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带头
学习、带头践行、带头弘扬。要
加大对“红船精神”的宣传力
度，推动“红船精神”进企业、进
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
进网站。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坚决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上来，自觉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统领整个经济工作，用
新理念推动港区经济新发展。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
中央部署要求落实到谋划发展
中、落实在具体指标上。要坚持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处理好

“稳”和“进”的关系，确保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高栏港区学习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署名文章

用新理念推动港区经济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
道：日前，民革珠海市委会召
开中共十九大精神宣讲会和
2017年度总结表彰大会，邀
请中共十九大代表、珠海市
公安局网警支队副支队长徐
飞开展中共十九大精神宣
讲。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广
东省委会副主委、市政协副

主席、民革珠海市委会主委潘
明出席会议。

徐飞讲述了过去五年国家
巨变带给他的感受，以及对未来
五年国家发展的向往。徐飞表
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共
十九大吹响了新时代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嘹亮
号角，催人奋进。在谈及如何在

日常工作中贯彻中共十九大精
神时，徐飞结合自身体会提出九
字箴言：有激情、能担当、讲奉献。

精彩的宣讲赢得与会人员
的强烈共鸣。潘明表示，2018
年，珠海民革将在民革中央、民
革广东省委会和中共珠海市委
会的坚强领导下，贯彻落实中
共十九大精神，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务实履职”的理念，
以“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的
思路，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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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上走在前列贡献应有的力
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做出应有的贡献。

珠海民革邀请中共十九大代表宣讲中共十九大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实履职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报
道：近期，在市公安局掀起学
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热潮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成为广
大民警重点学习的关键词之
一。

17年前，本报刊发的一
张救援人员在水中用脑袋顶
着脸盆把婴儿救出的图片曾
经引起市民的强烈反响。这
张命名为“安全岛”的图片反
映的是 2000 年翠微村发生
水灾时，军警共同救援的感
人一幕。其中脑袋顶盆的战
士正是现任唐家派出所副所

长刘永华。和他一同救援的
还有何水华、张文斌等多位
公安民警。

刘永华现在唐家派出所
主管案件办理工作。伏击、审
讯，经常昼伏夜出。与许多一
线干警一样，顾不上家。有一
天深夜12时，刚刚抓到嫌疑
人，准备突击审讯。电话里却
传来妻子的哭声，说儿子不见
了。就当刘永华赶紧抽身回
家时，小区的保安把失踪在外
的儿子找了回来。刘永华放
心了，又回到审讯室拿下了嫌
疑人的口供。“和很多民警一
样，心中有着热爱警务事业和
兼顾家庭责任之间的纠结。
从警多年之后，回顾当年的入
党初衷，多年的从警经历，时
刻提醒着我们的使命职责，我
还是17年前顶盆的那个我。”

17年前同样在水中奋战
的何水华现在特警支队工
作。据他回忆，当时是凌晨2
时，他刚巡逻完毕回到家中准
备洗澡，突然接到指令，说翠
微村因洪水有上千群众被困，
要求驾驶冲锋舟前往救援，他
和同事迅速赶往现场，救出大
批被困人员。“安全岛”中的婴
儿，就是其中被营救的其中之
一。何水华现从事对抗突发、
快速救灾的任务。他负责的
是特种车辆管理，如对付火灾
的利器水炮车。为了车辆始
终保持良好状态，一有灾情能
够快速出动，有效处置，他花
了大量时间拟定了《水炮车保
养》《水炮车操作指引》《水炮
车操作简易程序》等一系列操
作与保养规范，明确了保养和
操作的流程和重点，并对水炮

车在实战中作战位置的部署
转移、支援作战的方法、火力
的控制、自我保护要点等提出
了规范性意见，为发挥水炮车
的处突防暴功能提供了科学
指南。

与何水华17年前同框的
张文斌现今已经是一名便衣
警察，活跃在拱北街头，与各
种扒窃等街头犯罪人员较
量。他在无数的蚊虫叮咬、烈
日暴晒下完成各种任务，也在
犯罪分子对其家人的威胁中
一次又一次挺身而出，表现了
一个民警对事业的忠诚。

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
的过程中，这些奋战在一线的
民警、普通的共产党员重温了
入党誓词，他们表示，将继续
沿着当初自己选择的道路努
力前行。

沿着选择的道路努力前行
——记市公安局民警刘永华何水华张文斌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报道：1月
2日，广东省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
工作协调小组举办了《新体制下境
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的管理与发
展》全省视频同步直播专题讲座，珠
海市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工作协调
小组成员单位、市级业务主管部门
等40多个单位共110余人，在市公
安局会场集中收听收看了讲座。副
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市协调小组组
长史明锋参加了听讲。

本期讲座由清华大学王名教授
主讲。他分析了《境外非政府组织
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带来的成效
与问题，解读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
内活动管理法》立法原意及部分条
文，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境外非

政府组织的管理、共同履职担责、
稳步推进法治进程，从操作层面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讲座结束后，史明锋就如何
加强珠海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
工作要求提出三点意见：一是提
高政治站位，大力推进“普法宣
传季”活动。二是加强协作配
合，切实提高发现能力。三是坚
持分工负责，发挥“双重管理”职
能优势。各单位、各部门要牢固
树立大局意识，按照《境外非政
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规
定，分工负责、依法履职，加强对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相应
业务领域的管理及其日常活动
的规范和引导。

春节将至，往往是企业各项生
产经营业务活动的繁忙期，更是生
产安全事故的易发期、高发期。为
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反弹，
确保我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市安监局（市安委办）发布安全提
醒，要求各有关单位根据当前风干
物燥容易发生火灾、年底项目盲目
赶工期等季节性的特点，切实加强
安全生产工作。

严格实施检维修作业前的
风险管控

市安监局提醒，由于企业维修
作业装置使用的设备复杂、单位时
间内工作量大、工期紧以及外来施
工队伍多、进入有限空间危险性大
等特点，各企业开展检维修作业时
需要牢记：要严格按照安全规范，明
确各岗位人员的安全职责，保证作
业人员持证上岗，确保各项安全措
施落实到位。在实施装置（系统）停
车检修等重大检维修作业前，及时
组织对检维修作业活动和场所、设
施、设备及生产工艺流程进行风险
辨识、评估、分级和控制，特别要充
分评估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交叉
作业等风险。

各企业要健全对承包商的管理
制度，建立具备资质的检维修承包商
名录和档案。要严格控制工程分包，
严禁层层转包和违法分包。要建立
对关键工种施工人员技术安全技能
的鉴定确认机制，要求人证相符，证
书有效，持证上岗。要与承包商签订
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合理组织检维修作业，统一协调、
管理承包商的安全生产工作。

重点抓牢防火防爆工作

市安监局强调，冬季天干物燥，
无论是人体还是设备设施，容易产
生静电而引起火灾、爆炸和人身伤
害事故。要切实增强风险意识、责
任意识，加强巡查，按章操作，确保
安全。

要加强员工防火、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教育，尤其是在易燃易爆高
危区域，加强现场管理，实行严格的

审批制度，做到“三不动火”（没有
动火工作票不动火；动火手续不
完善不动火；安全措施未做好不
动火。）和“三不进入”（没有经批
准的《进入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
不进入，安全措施不落实不进入，
监护人不在场不进入。）

要加强岗位巡检、防止易燃
易爆物质泄漏；禁止穿化纤服装
进入火灾爆炸危险区域。进入易
燃易爆危险的场所，要按规定触
摸静电消除设施，使静电得到释
放；不乱拉临时线，按规定使用电
气设备，防止超负荷，防止用电引
发火灾；在员工宿舍，禁止使用大
功率取暖设备。

做好节后复产复工安全
生产工作

节后，许多人还沉浸在欢乐的
气氛之中，人虽然到了岗位，但心
还在家里，思想不集中，这就是节
后综合征，很容易因操作失误引发
事故。市安监局提醒，企业在节后
复工要认真开展复工复岗前的安
全教育培训工作，加强车间班组安
全教育，重温岗位操作规程，杜绝

“三违”（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
劳动纪律）现象的发生。在复工前
要对现场各类机械、机具、设备设
施进行严格全面的安全检查；同
时，加强对现场的消防安全、电气
线路的安全检查，真正做到“不安
全不开机，不安全不生产”。

市安监局一再强调：在生产
工作中，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都
必须牢记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安
全防范意识，严格规范生产、安全
作业的要求需要牢记于心，切莫
因为一时大意，付出惨痛的代价。

本报记者 宋雪梅

了 解
更多安全
生 产 资
讯，请关
注“珠海
安监”微
信号。

市安监局发布岁末年初安全生产提醒

拧紧安全阀 平安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