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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珠海驻外经贸代表处花开五朵，已对接有效项目44个

投资总额逾170亿元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严
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
合法权益，损害社会诚信和社
会秩序，已成为当前影响群众
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
公害。时值新春佳节之际，建
行珠海市分行提醒您春节期
间关注支付安全：

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
泄露您的卡号、密码、有效期、安
全码等卡信息和短信验证码，保
护好自己的手机号码、身份证等

个人信息。
二是避免使用诸如生日、

证件号、简单数列组等简单密
码，刷卡时，不要让信用卡离
开视线范围。输入密码时，务
必采取遮挡后再操作；一旦卡
片遗失，请立即致电 9533 或
登录手机银行、微信银行进
行挂失。

三是目前个人通过自助
柜员机发起的转账业务，在受
理后 24 小时之内可撤销，不

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转账撤销
实施新的诈骗，请大家收款时
务必审慎确认，防止不法分子
借机实施诈骗。

四是我行95533短信平台
不会发送包含网站链接的积分
兑现或额度调整短信。请勿轻
信任何商家发来的不明链接、
图片与二维码等。

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恭祝
全市人民过一个平安祥和、其
乐融融的新春佳节！

建行珠海市分行提醒您春节期间关注支付安全
根据《珠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珠海市人民

政府令第70号)，现将我区2018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
燃放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燃放地点
海天公园对面情侣北路路段靠海一侧。
二、燃放时间
（一）农历除夕（2018年2月15日）十九时至次日

凌晨一时；
（二）农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和十五（2018年2

月16日至18日、2018年3月2日）十九时至二十四时。
三、燃放种类
仅限燃放C、D类烟花爆竹，严禁燃放A、B类烟花

爆竹和孔明灯。

四、注意事项
（一）指定燃放区设有合法的烟花爆竹零售店，市

民可在该零售店购买烟花爆竹进入燃放区燃放；
（二）市民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严格按照

烟花爆竹安全燃放的要求进行燃放；
（三）除指定的上述地点和时间之外，在香洲区其

他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经营、储存和燃放烟花爆竹均属
违法；

（四）举报电话：12345（违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
110(违法燃放烟花爆竹)。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24日

珠海市香洲区2018年春节期间
烟花爆竹燃放公告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记
者从市商务局获悉，2017年我
市全力推进驻外经贸代表处建
设，欧洲、北美、东南亚、香港、
以色列等5个驻外经贸代表处
工作全面铺开。截至去年底，
共对接有效项目44个，投资总
额逾170亿元。

据介绍，2016年11月，市
政府正式印发《珠海市驻境外
经贸代表处建设方案》，通过在
境外重点国家（地区）设立驻境
外经贸代表处的方式，加强珠
海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直接联
系。一年来，市商务局紧紧围
绕市委、市政府“立足开放大
局，强化经贸服务职能”的要
求，顺利完成首批9名代表处人
员的选派、任命及考核，5个经
贸代表处工作全面铺开，我市
境外经贸服务网络初步构建，

“引进来”与“走出去”工作水平
切实提高。

加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直
接联系，集聚更多国际高端要
素和资源，体现了珠海加快构
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决心。欧
洲经贸代表处与各国政府部
门、商协会和企业等积极建立
合作机制，与中德文化教育与
健康安养委员会签订战略框架
协议，推动教育、科创、健康等
相关项目落户珠海；北美经贸
代表处立足我市产业大局，深
入走访20多家在珠北美企业，
全面掌握珠海产业发展情况和

营商环境，并重点搜寻有意深耕
中国市场的硅谷企业，力求实现
精准招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也成为重要发力点。据介绍，东
南亚经贸代表处充分利用“省市
共建”优势，搭建高层次、宽领域
的工作平台，目前已与马华公会、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等主要政商
机构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不断
提升在马来西亚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为下一阶段招商引资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

随着港珠澳大桥即将建成通
车，珠海历史性地站在了粤港澳
大湾区的中心连接点。香港经贸

代表处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大力宣传推介珠海投资环
境，带领多家跨国企业和代表
团到珠海考察；同时积极协助
各区、各部门开展与香港相关
的经贸交流活动，引进数十家
港资企业参加中拉博览会，助
力我市构建大湾区时代开放合
作新格局。

以色列经贸代表处是我市
在海外设立的第5个代表处，
目前已完成授牌，机构注册、人
员选派等工作正全力推进。去
年6月，第三届中以科技创新
投资大会在珠海成功举行。
2018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跟踪落实中以科技创新大会成
果，推动中以产业园、以色列中
国（珠海）离岸创新中心建设。
代表处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
动中以双方经贸往来深入推
进，科技交流深度拓展。

截至2017年底，我市驻境
外代表处共对接有效项目44
个，投资总额达到170.6亿元，
其中欧洲20个，北美12个，香
港6个，东南亚6个。从产业
类别看，装备制造业、电子信
息、现代服务、生物医药等与我
市优势产业形成有效对接的项
目达到31个，招商引资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

珠海市驻外经贸代表处联系方式

联络处
珠海市驻

北美（洛杉矶）
经贸代表处
珠海市驻

欧洲（慕尼黑）
经贸代表处
珠海市驻
香港

经贸代表处
珠海市驻

东南亚（马来西
亚吉隆坡）
经贸代表处
珠海市驻

以色列（特拉维
夫）

经贸代表处

联系人

曾女士

白先生

杨女士

颜先生

王女士

电话

+1
2133950721

+49
015152020029

+852
56429696

+60
172767825

+972
526732997

邮箱及地址
邮箱：poppy@zhuhaicommerce.org
地址：Suite 1840，444 South Flower Street，
Citigroup Center，Los Angles，CA90071

邮箱：evan@zhuhaicommerce.org
地址：Maximilianstr. 2，80539 Munich，Germany

邮箱：catherine@zhuhaicommerce.org
地址：香港上环信德中心西翼1501室

邮箱：troyyan@zhuhaicommerce.org
地 址 ：Lot 27.03B， Menara Citibank， 165， Jalan
Ampang，50450 Kuala Lumpur

邮箱：Tova.wang@zhuhaicommerce.org

本报讯 记者高松 苑世敏
报道：“春晚舞台供电是我们
接到的最高级别任务，春晚本
身又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南
方电网珠海供电局先后投入
几百人来做这项工作，确保整
场晚会顺利展开。”南方电网
珠海供电局横琴供电所所长王
珊珊告诉记者。

1月初，南方电网珠海供
电局接到保障央视春晚珠海长
隆分会场供电通知，珠海供电
局相关负责人立即与当地政府
部门、央视工作组、长隆负责人
取得联系，了解各方需求，并根

据春晚场馆布置及用电需求，针
对需求制定供电策略。

“因为春晚场地是临时搭建
的，所有供电线路也都是临时
的，这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
要求。我们每天会根据导演组
提出的新需求、新问题制定多个
方案，并选择最优方案执行。”横
琴供电所副所长邓刚介绍道。

与此同时，为保障春晚会场
供电不受干扰，供电局对整个长
隆海洋王国的供电设备都进行了
检查，同时每天做好会场内部及
后台设备检查，在常规巡视检查
外，增加两次特巡，力争面面俱
到。

“春晚会场舞台灯光要求全
程不能断电，还具有慢启动自动
保护的特殊性，一旦断电再启动
需要15分钟，因此必须保证舞台
灯光实现零秒转接，不能出现哪

怕0.1秒的断电。”邓刚说。
针对这一情况，南方电网

珠海供电局立即改进供电方
案，在现场已有的一辆容量为
500kVA 的 不 间 断 供 电 的
UPS 电源车和一台容量为
500kw的发电车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一辆容量为 120kVA
的 UPS 电源车，经测试调整
后，供电完全满足春晚舞台需
求。

在这些常规保障之外，南
方电网珠海供电局还准备了两
台系统可靠性较高的20千伏
的临时户外开关箱，完善供电
网络。此外每个供电站都实现
了（n-1）回路，当一条线路因
故障或检修而停运时，两变电
站仍可保持有效联系，从而保
证供电正常进行。

接到春晚通知后，南方电

网珠海供电局的工作人员都投
入了极大的热情，一边拿对讲
机讲话，一边赶着去检查线路
的工作人员赖嘉源停下脚步，
对记者说：“这是一项非常光荣
的任务，我们所有人都干劲十
足，不少同事申请值班，甚至在
休息日还跑去一遍又一遍地检
查供电情况。作为珠海人，能
够为‘春晚来到珠海’这样的盛
事奉献力量，感觉非常开心。”

在他们极大的工作热情背
后，是对春晚的热爱，是对珠海
深厚的情感。说起这些不知疲
惫的战友们，邓刚满是欣慰，

“大多数时候春晚排练都会到
凌晨3、4点，在整个过程中，供
电局的工作人员需要全程保持
高度警惕。在排练结束后，我
们还要检查所有供电环节，及
时解决当天出现的问题。”

春晚珠海分会场舞台灯光实现零秒转接
南方电网投入数百人保障春晚供电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
道：日前，市现代农业发展中
心联手广东省水生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南海水产所和斗门
海洋与渔业局等水产专家，
深入水产养殖一线，指导水
产病害防治以及冬季防寒抗
冻工作。

专家组一行先后来到斗
门区白蕉镇昭信村和平沙罗

非鱼基地，实地考察并详细了解
我市水产养殖业具体情况并尝试
总结分析冬季抗寒潮经验与做
法。在养殖基地池塘边，专家组
一行详细了解了养殖情况后，为
养殖户提供了防范寒潮和病害的
详细措施方案。针对我市养殖规
模相对较大的黄鳍鲷、黑鲷、罗非
鱼、鲈鱼等，水产专家还进行采
样，将病鱼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
分析。

近年来，我市水产养殖稳
步发展，养殖规模逐年扩大，
养殖的水产品品种也日益丰
富。本次寒潮来袭，根据市现
代农业发展中心预警提示及
防寒措施建议，广大养殖户提
前做好防范措施，包括：提高
水体盐度、加深水位、调控水
质、加强营养等。在寒潮袭来
期间，技术人员又指导养殖户
进行水体底部增氧、水质调控

等，有效降低了鱼体冻伤的风
险。由于措施得力，这一轮寒
冷天气对我市水产养殖业影
响可控，水产品冻死冻伤等相
对较少，损失不大。据悉，春
节临近，我市广大水产养殖户
也迎来鱼虾集中收获及上市
的旺季。今年我市鲜活水产
品货源充足，价格平稳。

市政府党组召开年度民主生活会

我市拥军慰问团走访慰问省军区

(上接01版)姚奕生在总结讲话
中指出，会议严肃认真、团结和谐、
求真务实，达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增进团结、振奋精神的目的，要
以这次民主生活会为契机，进一步
查摆问题、挖深找准，认真抓好各项
整改措施落实，共同推动政府党组
各方面建设迈上新水平，努力开创
珠海改革发展新局面。一要提高政
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更加
坚定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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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
良等的流毒影响。二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统领一切工作，为把广东建设成为
向世界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区
贡献力量。要深入开展“大学习、深
调研、真落实”活动，把党的十九大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
提出的工作要求转化落实为工作举

措。三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
反对和纠正“四风”，进一步改进作
风。要狠抓工作落实，拿出真抓的实
劲、敢抓的狠劲、常抓的韧劲，把工作
抓紧抓实、抓出实效。四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上走在前列的目标，不断提高领导能
力和工作水平。要认真研究解决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五要坚定理
想信念、加强党性锤炼，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心有所戒、行有所止，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党组成员要认
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
好市政府各部门党建工作，切实抓
好班子建设，带好队伍。六要坚持
问题导向，认真抓好问题整改落实，
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严格
落实责任，明确整改目标和时限，推
动政府工作不断进步，回应中央、省
委、市委的要求，回报人民群众的信
任和期盼。

副市长阎武列席会议。

(上接 01 版)张利明对珠海过
去一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
和双拥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
肯定。他指出，一直以来，珠海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大
力支持国防和驻军建设改革，创
造了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贯的殊
荣。今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化国防
和部队改革的节点之年，希望珠
海市委、市政府一如既往关心支

持国防和部队建设，大力支持省
军区各项工作，切实带着政治责
任，带着拥军热情，帮助部队解
决实际困难，支持做好军转干部
安置、随军家属就业等工作，共
同促进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共
同谱写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的
新篇章。

省军区领导梁跃嘉、钟建昌、
刘中春，市领导吴轼、毕敦发、刘嘉
文参加座谈会。

(上接01版)陈洪辉指出，这次
民主生活会既严肃认真，又气氛热
烈，达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增
进团结、振奋精神的目的，大家经
受了一次严肃严格的党内政治生
活锻炼。要充分运用好这次民主
生活会成果，进一步强化市政协党
组的自身建设，更好地发挥党组在
政协工作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的作用。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真
正做到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
坚决拥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
上紧紧跟随，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
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要带头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要求，不断增强政协工
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要
带头提高党性修养，强化责任担
当，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
面，带头对党绝对忠诚，及时向市
委请示报告工作，坚决反对搞政治
阴谋、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圈子文
化。要带头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实施细则，坚决反对“四风”，
保持清正廉洁本色。要强化整改
落实，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
研究，制定整改清单、细化整改内
容、明确整改措施、列出整改时限，
以抓整改的实劲、韧劲，促进作风
的转变，真正以工作成效检验整改
成效。

市政协党组召开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

(上接01版)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中央和省的部署要求，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贯彻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开放
引领“两大战略”，加快建设珠江西岸
核心城市，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全面从严治
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努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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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和军队
建设改革，突出做好服务部队练兵备
战工作，不断提高军民融合发展整体
质量效益，为驻珠部队全面提高新时
代打赢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
务创造良好条件。我们将深入开展

各种形式的军民共建活动和国防教
育，全面落实拥军优抚安置政策，切
实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在全社
会营造尊崇军人职业的良好氛围，
进一步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
面。

同志们，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必须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开创。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奋力
在新时代干出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以实际行动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

祝同志们节日快乐，身体健
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中共珠海市委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18年2月12日

春节慰问信

省专家来我市指导水产病害防治保障市场供给

我市鲜活水产品货足价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