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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政经

珠澳跨境工业园提升规划

破解珠海园区交通“孤岛”

使用面积约800m2 独立大楼梯
900万,可分割出售

白蕉两层商铺 约400m2 400万
联系电话：13427751529

前山二楼商铺急售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记
者18日从国家统计局珠海调查队
获悉，2017年12月珠海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与上月比（环比）上涨
0.3%，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3%，
服务价格上涨0.1%；与上年同月
比（同比），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
涨 1.1%，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
1.6%，服务价格上涨0.2%；1-12
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
0.8%。

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
比变动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珠海调查队抽
样调查资料显示，12月份，食品
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1.4%，影响
CPI 上涨约 0.42 个百分点。其
中，食品价格上涨 0.3%，影响
CPI上涨约0.06个百分点；烟酒
价格上涨4.6%，影响CPI上涨约
0.08个百分点；在外餐饮价格上
涨3.1%，影响CPI上涨约0.27个
百分点。

12月份，交通和通信价格同
比上涨 1.6%，影响 CPI 上涨约
0.2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

上涨8.4%，影响CPI上涨约0.17
个百分点；柴油价格上涨9.2%，
影响CPI上涨约0.01个百分点；
飞机票价格上涨 27.3%，影响
CPI上涨约0.10个百分点。

12月份，居住价格同比下降
0.6%，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教
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
品和服务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2.4%、0.8%、1.7%、3.7%、0.2%。

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
比变动情况

12 月份，食品烟酒价格环
比上涨 0.2%，影响 CPI 上涨约
0.07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价格
环比上涨 0.7%，影响 CPI 上涨
约 0.09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
格上涨 1.9%，影响 CPI 上涨约
0.04个百分点，飞机票价格上涨
8.3%，影响 CPI 上涨约 0.04 个
百分点；衣着、居住、生活用品
及服务、医疗保健价格环比分
别 上 涨 0.1% 、0.3% 、0.2% 、
0.3%，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环
比下降 0.1%，教育文化和娱乐
价格环比基本持平。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
1月18日，由共青团广东省委
员会、广东省新生代产业工人
圆梦计划联席会议办公室主
办，广东省青年创业就业促进
中心、广东省圆梦青工成长服
务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等单位联合承办的首期“圆
梦计划·双创100”特训营在珠
海举办。百名来自全国各地、
怀抱创业梦想的“草根精英”将
参加为期10天的培训学习，进
一步提高创业素质，增强创业
应变能力，共同探索新时代下
草根精英群体参与创新创业的
新路径。

北师大珠海分校党委书记
耿向东开营致辞表示，北师大
珠海分校历来十分重视创新创
业教育，这与本次特训营的主
题不谋而合，作为活动的承办
单位之一，相信可以为本次特
训营提供充足的授课人才和专
业经验。

团省委副书记梁均达作开
营动员讲话表示，当前“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不减，为帮
助有创业基础、有创业意愿的圆
梦学员顺利创业，团省委正探索
建立一套专门针对圆梦学员这
批草根精英的系统创业培训机

制，帮助一部分圆梦学员从被动的
就业者转变为主动的创业者，从社
会建设的螺丝钉转变为拉动发展
的动力机，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创
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

铁路工人出身的崔蒙蒙
2015年在深圳加入创业大军，摸
爬滚打两年多，深感知识的重要，
于是 2017 年 9月加入“圆梦计
划”，通过网络、互联网学习考试，
成为北京大学法学系的一名学
生，既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又开启
新的创业梦。目前，崔蒙蒙已成

功创办一家拥有20多项知识
产权科技公司。他说创业就像
毛竹的生长，需要花费数年的
时间去扎根，有时甚至拼了命
也不见成效，但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奉献激情、热血、力量，等
时机成熟，我们终能收获事业、
荣耀、辉煌。另一位学员代表
吴琳是一名有着14年旅游行
业工作经验的专业人才，目前
正在一家美国上市公司任管理
职务。她说，创业的梦很美，但
创业的路很艰辛，创业者的未

来，就是一山连一山，不容乐
观。

“圆梦计划”发展至今已是
第8个年头，累计资助68999
名新生代产业工人通过网络教
育、成人高考上大学，其中涌现
出不少像崔蒙蒙、吴琳一样有
创业意愿和创业基础的学员，
却苦于缺少专业系统的创业培
训。创业艰辛，如何为这些在
创业道路上的学员保驾护航，
这是团省委服务党政大局、服
务青年需求，也是省圆梦办深
化“圆梦计划”项目的新切入
点。

开营仪式后，为加强参训
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
员把握国家未来发展的蓝图，
并据此确定自己创新创业的方
向，北师大珠海分校袭亮副教授
结合创新创业主题，为学员们生
动讲解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接
下来，学员们还将分组在多名精
通创业理论的专家、富有创业经
验的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学习实
践，即学员在创业导师的针对
性指导下，根据实际设定学习
目标，通过逐步学习课程各模
块后，不断完善自己的创业方
案，解决实际问题，真正实现理
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

团省委“圆梦计划·双创100”特训营举办

百名草根精英珠海追梦

特训营开营。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到北师大珠海分校赏景去！

“最美山谷大学”枫叶“醉”了

本报讯 记者胡钰衎报道：记
者从团市委获悉，珠海共青团
2018年“青春情暖”活动已正式
启动，将在春节前后于全市范围
内开展十余项关爱青少年系列活
动。

“青春情暖”系列活动由团市
委、市青联、市学联、市少工委、市
志愿者联合会共同主办，是共青
团系统于每年春节期间开展的一
项品牌活动，面向全市各类困难
青少年群体送上关爱和温暖，为
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题，让
他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青春情暖”系列活动由“团
暖归途”、“团暖一线”、“团暖冬
日”三大板块共十余项活动组
成。期间，团市委将统筹全市各
级团组织、市青联、相关青年协
会、青年社会组织共同开展“情暖
驿站·满爱回家”、“情暖学子”爱
心直通车、返乡志愿服务等活动，
在城轨站、汽车站、码头、加油站
等场所为返乡青年提供协助，同
时携手更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
共同开展公益活动，帮助更多留
守儿童圆家庭团聚之梦。

记者了解到，团市委还将整
合社会资源，依托蓝天小屋、亲青

家园、青春护航站、市青少年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博物馆、文化馆等
阵地，广泛动员各类公益志愿组
织开展“情暖童心·朝阳行动”“甘
露行动”“青春筑梦·情暖南粤”等
慰问活动，设计策划公益关爱项
目，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
人员子女、新兴青年等群体，切实
为困难青少年群体送去温暖和关
爱。“此外还将广泛开展精准扶贫
工作，整合青联委员、青年企业
家、爱心人士等多方资源，为对口
帮扶贫困村的群众和青少年送去
节前慰问，让他们感受社会各界
的关心关怀。”团市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说。

据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青春情暖”关爱行动是全省、全
市共青团关爱青少年的重点品牌
项目，也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夯实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重
要举措，自2011年以来，已经连
续开展了6年。

本报讯 记者刘晓峰报道：
国家标准化研究院院长刘洪生
等十位国内标准和专利领域

“大咖”18日光临珠海，为珠海
企业专利工作负责人上课，从
各个角度解读了专利和标准工
作的知识和实操。

当天上午，由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中
国标准化创新战略联盟、中国
标准化杂志社联合主办，珠海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委会承办的第二届创新中国标
准与专利技术交流会在珠海召
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于欣丽、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院长刘洪生、副院长巫小波
等嘉宾光临此次交流会。珠海
市、高新区、市质监局、市科工
信局负责人，以及科研院所、企
业和媒体的代表约200余人参
加此次会议。

在交流会上，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于欣丽针
对新修订实施的《标准化法》，
从标准体系、管理体制、运行
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就主
要变化与关注焦点进行了讲
解。

此外，与会专家还从专利
与企业发展、专利与标准在对
外经贸与国际规则中的运用、
专利申请的挖掘和撰写策略等
角度，为参会的珠海政府及企
业界代表支招。

高新区举办创新中国标

准与专利技术交流会

全国十位大咖
给珠海企业传道

本报讯 记者张晓红报道：
明明位于拱北口岸附近黄金地
段，却因其地处片区交通末梢成
为闹市中的交通“孤岛”。为破
解其尴尬处境，近日保税区管委
会联合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
局编制的《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
园区交通提升规划》提出延长中
运量T2线终点至园区支撑园区
高强度开发、新增规划公交场站
优化公交线路服务等交通改善
方案，以达到支撑园区整体转型
升级发展的总体目标。

2003年12月5日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的珠澳跨境工业
区位于昌盛大桥东南侧，总占
地面积为0.4平方公里，其中

珠海园区0.29平方公里，是全国
首个跨境工业区。根据定位，珠
澳跨境区以“打造服务于澳门集
高端物流、高端消费品贸易与展
销和保税商务为一体的特色园
区”为目标，发挥“保税区政策+
出口加工区进出口货物税收政
策+24小时通关专用口岸”政策
优势，打造面向澳门的物流配送
中心。

珠海保税区相关人士表示，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园区
周边交通环境已不断改变，园区
内外道路交通系统也亟须提升。
园区地处交通量饱和的拱北片
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地
处片区交通末梢，受边境管理方

式的影响，导致园区与毗邻的
南湾城区没有直接的交通联
系，进出园区只能通过前河东
路。截至目前，通往珠澳跨境
工业区仅开通一条35路公交线
路，园区企业和前往购物消费
的市民进出极不方便。

在此背景下，保税区管委
会联合市住规建局编制了《珠
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交通提
升规划》。记者看到，总占地面
积为0.4平方公里的珠海园区
将以“绿色、低碳”为原则，重点
完善道路系统，优先发展公共
交通，优化园区交通组织，达到
支撑园区整体转型升级发展的
总体目标。

根据其交通改善方案：建
议延长中运量T2线终点至园
区，支撑园区高强度开发；增加
公交站场设施，强化公交线路
服务，引导交通出行方式的改
变；同时“鼓励慢行”，贯彻“以
人为本”和“绿色交通”理念，构
筑舒适、连续的慢行系统和完
善的过街设施。

为破解园区“交通孤岛”区位
劣势，该规划提出完善对外通道
建设，衔接周边主干路网方案。
建议近期积极推进情侣路辅路、
湾仔桥建设，拓宽前河东路，构建
园区近期三大对外通道。远期规
划预留国防公路通道，完善片区
路网结构。

团市委春节前后将开展十余项关爱青少年系列活动

2018年“青春情暖”启动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高
栏港区扶持教育事业发展再出实
招。日前，该区向全区共17所幼
儿园发放了保教人员长期从教津
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资金
合计238.16万元。

据了解，此次发放的对象为：
公办属性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现
任职满3年的在职非在编保教人
员；已认定的办园规范、质量保
证、收费接受政府限价并保持定

期稳定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从
2016年起，当年通过规范化、区
一及、市一级、省一级评估的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

高栏港区把保教人员津贴、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工作当作
重点民生工程来抓，自始至终坚
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此
鼓励全区保教人员努力学习、奋
发向上，进一步提升该区学前教
育质量。

高栏港区发放普惠性幼儿园奖补资金

17所幼儿园共获238万多元

本报讯 记者乔宇 见习记者
罗汉章 通讯员詹燕超报道：为更
好地贯彻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与技术，16日，金湾区住建局在
金海岸文化艺术中心召开专题会
议，特邀专家现场讲解海绵城市
建设技术。

金湾区相关人士在会上表
示，2016年4月，珠海成功入选
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城
市，共有22.7平方公里用地纳入
海绵城市试点建设范围。目前，
金湾区各类相关建设项目已陆续
开展，预计到2018年4月，海绵

项目开工率将达到 50%以上。
该相关人士表示，希望与会人员
能够深入学习海绵城市的建设技
术，并落实好相关单位的建设工
作。

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的专家王家卓以“海绵城市：从
理念政策到实施落地”为题，从为
什么要建设海绵城市、正确理解
海绵城市内涵、海绵城市系列文
件解读、国外如何建设海绵城市、
对珠海市海绵城市推进的建议等
几个方面，深刻剖析了海绵城市
的内涵和建设要点。

金湾邀专家作专题讲座

加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

“鸿飞冥冥日月白，青枫叶赤天
雨霜”，一年一度风霜天，北师
大珠海分校数百株枫叶又染红
了，这个周末一起去“最美山谷
大学”——北师大珠海分校赏
枫观景，美美自拍吧。

18日，记者在北师大珠海
分校校园看到，该校多年种下
的枫树或金黄、或火红，在蓝天
的映衬下分外艳丽动人，给平
淡的冬日平添景致。校园励耘

楼、京师家园、国际会议中心一
带到处都是金黄、彤红的枫叶，
不少同学在枫叶树下拍照、自
拍，留住美丽倩影。

据悉，北师大珠海分校从
2012年起，陆续在校园种植了
数百株枫树，主要是三角枫、五
角枫、元宝枫等种类，每年深秋
开始泛黄泛红，元旦新年期间
为最佳观赏期，多年来已成为
校园一景，并吸引众多市民前
来观赏。今年由于受强台风

“天鸽”影响，很多枫树被吹折、
吹倒，赏枫受一定影响，但励耘
楼以及湖边的枫树影响较小，
今年依然遍地金黄、红火。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
波，波上寒烟翠”，“枫香晚华
静，锦水南山影”，枫叶是诗人
喜爱吟诵的美景，走在南国冬
日暖阳里，眼前是美不胜收的
枫叶，心中是古人的诗句，赏
枫真是又文艺又浪漫的一件
事。

2017年12月珠海居民消费价格（CPI）

环比上涨0.3%
同比上涨1.1%

北师珠枫叶红了。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