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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政经

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又有新进展

AG600下半年将水上首飞

因工作需要，我单位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辅助类三级合同
制职员1名，报名时间从3月13日至3月22日，联系人：谢枫，电
话：0756-2222230,2233410。具体请上珠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网
页（http://www.zhsw.gov.cn/sgmzdphgsl/sgsl）查询。

职位

三级
职员

学历等要求

全日制本科，学
士学位。二年
以上工作经验，
或高级工以上
国家职业资格，
从事司机工作5
年以上。

专业等要求

不限专业，要求有
机动车驾驶证（C2
以上），能熟练驾
驶小客车，熟练操
作电脑，良好的公
文写作与协调沟
通能力。

年龄及性别

35 周 岁 以
下（1983 年
3 月 1 日后
出生）。要
求男性。

户籍

珠海

珠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公开招聘
合同制职员公告

本公司定于 2018年3月13日开始办理位于珠海市唐家镇
的帝景湾山庄第1 、2 、3 、4幢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办证手
续，请有关业主亲自携带业主本人居民身份证、房屋买卖合同、
发票原件和办证相关费用，请有关业主最迟于2018年6月30
日前到帝景湾山庄销售中心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再办理。若
因业主未及时提交相关资料导致无法或逾期办理不动产权证
的责任由业主承担。

特此通知。
珠海香洋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3日

关于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通知

格力置业于3月10日在
珠海特区报刊登的《召开
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会议召开时间应为2018年3
月26日上午10:00。

特此更正
珠海格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 正

珠海市金华羽纺织品有限公
司，注册号：440400000178811，公
司自2017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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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旗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400MA4UQJJT3B）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1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50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
放弃权利，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变更登记。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广东省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建
筑区划内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
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现陈
晓华向我中心申请办理其于2018
年向珠海市卡都海俊房产开发有限
公司购买，位于香洲区凤祥路18号
1#地下室A2-064 的房地产权登
记。陈晓华为非本小区业主，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十七条第五款及《房屋登记办法》第
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予公告。有
异议者请自登报公告之日起10日内
将书面材料送达我中心。逾期，我
中心将予以登记。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3月9日

公 告

一、项目编号：
标的1：ZHAEEC18-001D；
标的2：ZHAEEC18-002D；
标的3：ZHAEEC18-003D；
二、交易标的：标的 1：别克牌

SGM6515ATA 小 型 普 通 客 车（粤
C03P05）（第一次延期）；标的2：别克
牌 SGM6515ATA小型普通客车（粤
C22R50）（第一次延期）；标的3：别克
牌 SGM6515ATA小型普通客车（粤
C30T77）（第一次延期）

三、交易底价：标的1：人民币叁万
伍仟元整（小写：35000元）；标的2：人
民币叁万叁仟元整（小写：33000元）；
标的3：人民币叁万伍仟元整（小写：
35000元）

四、竞价保证金：标的1：人民币叁
仟伍佰圆整（小写：3500元）；标的2：人

民币叁仟叁佰圆整（小写：3300元）；标
的3：人民币叁仟伍佰圆整（小写：3500
元）

五、交易资格条件：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
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六、公告起止日：2018年3月13日
至2018年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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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姐,电话：0756-299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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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珠海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3月13日

产权交易公告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记
者昨日从航空工业通飞获悉，
我 国 大 型 水 陆 两 栖 飞 机
AG600研制工作又迎来新进
展。继去年年底在珠海完成陆
上首飞后，今年下半年将进行
水上首飞，地点为湖北省荆门

市的漳河水库。
据悉，作为国家航空工业重

大工程研制项目的AG600飞机，
2009年6月经国家正式批复立
项；2012年攻克关键技术，完成
初步设计；2016年7月23日在珠
海正式完成总装下线，随后全面
进入联调联试阶段；2017年在完
成试飞调试、陆上首飞前准备工
作后，于12月24日在珠海成功完
成陆上首飞。

航空工业通飞介绍，2018年1
月24日和1月26日，AG600先后

进行了两次试飞；这两次飞行主
要对飞机性能进行摸底验证试
飞，飞机各系统功能正常，并完成
了预定试飞科目，表明飞机已正
式转入陆上科研调整试飞阶段。

据介绍，虽然完成了陆上
首飞，但对AG600 而言只是

“两栖”的第一步。后续AG600
将在珠海本场完成陆上调整试
飞，然后转场湖北荆门，开展水
上试飞前的系列准备工作。水
上首飞前，还将通过水密特性试
验、水面低速、中速、高速滑行等

试验，完成对飞机机体水密情况
检查，对飞机在水面的横向与纵
向稳定性、快速性、操纵性和喷溅
特性等验证。今年下半年，AG600
将在荆门的漳河水库进行水上首飞。

航 空 工 业 通 飞 介 绍 ，
AG600飞机的研制对我国民机
产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通过项目的研制和应用，对提升
国产民机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
促进我国应急救援航空装备体
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助推海洋
强国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到星园扶贫专业市场买爱心
西红柿了，又大又新鲜，才2元
一斤。”12日上午，星园扶贫专
业市场人头涌涌。来自珠海对
口帮扶怒江地区的泸水市上江
镇的首批20吨爱心西红柿在
此开卖，吸引了众多市民蜂拥
而至抢购，场面热烈。

当天上午 9 时 30 分，20
吨西红柿已提前运抵星园扶
贫专业市场。工作人员在广
场摆开了销售架势，迎接前来
购买的市民。记者采访了解
到，这批西红柿前一天晚上到
达珠海。市场公司工作人员
连夜加班，进行分装等处理，
以便一早可以销售。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爱心西红柿生长
在高原原生态环境，品质优

良，营养价值高。本次爱心行
动中，所有怒江西红柿将由市
菜篮子投资有限公司及星园
市场等以成本价销售。记者
观察，硕大的西红柿每斤才售
2元，大受市民欢迎。

珠海对口帮扶的怒江地区
农牧业发达，农副产品质优量
多。泸水市拥有怒江州最大的
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规模
达2600多亩。蔬菜种植成为
当地支柱产业，也是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主导产业。泸水市上
江镇今年的西红柿就取得大丰
收。但因为市场变化以及信息
不对称，西红柿出现了严重滞
销状况。作为涉农国企龙头企
业，市农控集团肩负社会责任，
积极行动起来，发起齐心销售
爱心西红柿的倡议，以帮助怒

江农户解燃眉之急。
市农控集团旗下珠海市菜

篮子投资有限公司与怒江民荣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手，将怒
江西红柿分期分批输入珠海市
场销售。按照计划，将输入
100吨怒江西红柿到珠海，每
批次20吨，在星园扶贫专业市
场销售。

星园市场负责人蔡学东告
诉记者，为帮助当地农户解决
西红柿滞销难题，由市农控集
团旗下怒江民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在当地的产业基地收购西
红柿并输送珠海销售，进一步丰
富珠海“菜篮子”供应。据悉，爱
心西红柿将在星园市场陆续分
批上市。首批20吨销售完后，
下一批将于本周四运到，再下批
预计于本周日抵达。

首批20吨怒江西红柿星园市场上市受市民热捧

每斤仅2元成本价销售

本报讯 记者张晓红报道：
《珠海市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
住房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即将实施，这意味着未来两年内珠
海新出让土地商品住房开发项目
或城市更新项目均须配建10%的
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其产权
无偿归市、区政府所有。

《办法》规定，新出让土地商
品住房开发项目或城市更新项目
需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
的，配建建筑面积不得低于住宅
建筑面积的10%。同时，新出让
商品住房用地在招拍挂出让时设
置最高限价，用地的竞买价格等
于或高于最高限价，转为竞配配
建住房的，最终配建面积以土地
出让合同确定的面积为准。

配建住房应当坚持政府主
导、企业建设、合理布局、设施共
享、社区融和的原则。对于配建
的公共租赁住房，《办法》明确其

“只租不售”，主要用于解决符合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的新就业
职工类、专业人才类、异地务工人
员类和住房困难家庭类保障对象
的住房问题。而配建的人才住房
主要通过出租、共有产权出售等
形式提供给各类人才。

对于配建公共租赁住房的面
积和户型，《办法》规定单套建筑
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而配建的
人才住房单套建筑面积不超过
100平方米。

记者注意到，该《办法》自
2018年4月15日起实施至2020
年4月15日，有效期仅为两年。

珠海市住规建局住房保障科
相关负责人12日告诉记者，新出
让土地商品住房开发项目或城市

更新项目需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和
人才住房的，配建建筑面积不得低
于住宅建筑面积的10%，这项政
策实际上已经执行了一年多。

2016年10月6日，珠海市政
府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意见
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配建
10%的比例要求。从那时至今，
珠海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已经在
全市配建了32个地块，配建总面
积达到35.7万平方米。

《办法》施行有效期为两年，这
意味着未来两年珠海新拍卖商品
房住宅项目以及城市更新项目均
有配建住房。那么，在一个住宅小
区内，哪些是商品房，哪些是配建
住房，如何建，又如何管理呢？

该《办法》明确规定，配建住
房应与商品住房同步规划设计、
同步建设、同品质、同步交付使
用，交楼标准原则上与配建项目
销售的商品住宅交付标准相一
致。如商品住宅为毛坯交付标
准，产权单位选房后，实施主体应
按照不低于《珠海市保障性住房
和人才住房室内装修标准指引》
Ⅲ类装修标准装修后交付。项目
分期建设的，配建住房原则上安
排在首期。

在管理上，配建住房交付使
用后，日常物业管理服务纳入所
在小区统一管理。实施主体不得
在配建住房与商品住房之间设置
围墙等物理隔离及其他类似的歧
视性措施。

配建住房享受与本项目商品
住房同等的配套设施和物业管理
服务，不另行委托物业管理服务
企业。

珠海配建公租房和人才住房办法下月实施

新小区配建公租房和人才房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记者
昨日获悉，澳门斗门同乡总会、珠
澳邝氏宗亲联谊会日前开展新春
团拜暨敬老活动，给斗门区福利
中心的老人送慰问，与老干部们
欢聚一堂，共叙乡情。

当天，拜访团分成两个组，分
别深入到莲洲镇、白蕉镇等各镇
敬老院，看望慰问生活在那里的
长者，给大家派发慰问金，送上新
春的祝福，把澳门乡亲们的深情
厚意送到大家的心坎上。

当晚，在益利酒楼举行的新
春团拜暨敬老联谊晚会上，斗门
区有关领导及部分离退休老干
部、乡亲与澳门斗门乡亲们欢聚
一堂，共叙乡情，场面温馨而热
闹。

在联谊会上，澳门斗门同乡

总会、珠澳邝氏宗亲联谊会会
长邝达财感谢斗门区委、区政
府的支持及热情招待，并表示
将一如既往，发扬协会“敬老爱
老”的优良传统，为家乡建设多
作贡献。

斗门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苟冰表示，多年来，广大旅居澳
门的斗门乡亲积极发扬勤劳智
慧、开放包容的优良作风，发展
商贸，热心公益，回报社会。希
望广大乡亲多回乡探亲访友、
投资创业，为建设家乡作出新
的贡献。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记
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在今年11月举行的珠
海航展上，中国航空工业将携
歼-20、运-20等一系列明星
机型亮相，集中展现改革开放
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航空工业所取得的标志性
成就和突破性进展。

据介绍，第十二届中国航
展将于今年11月6日至11日
在珠海举行。根据参展计划，
本届航展中国航空工业将力推
两型四代机联合登场，备受全

球关注的“20系列”高端航空装
备有望集体公开亮相，部分军贸
明星装备也将悉数登场，以静展
和飞行表演等形式进行展示，全
面展现中国航空工业自主研制先
进航空装备的实力。

同时，以航空武器装备系列
化发展为主线，以战斗机、直升
机、教练机、无人机、运输机、特种
飞机、机载武器及系统等主要航
空武器平台系列为主体，全面展
示制空、打击、预警、信息、投送等
要素高度融合的空中作战体系，
彰显我国航空装备“从三代到四

代、从有人到无人、从空军到陆
海空”的跨越。此外，除促进和
配合中国空军以及巴基斯坦空
军所组织的飞行表演外，还计
划组织系列运输机、直升机、通
用飞机进行飞行表演。

本届航展上，中国航空工
业还将以支线客机系列、民用
直升机系列、通用飞机系列等
主机产品及机载航电、机电重
点产品和项目为代表，集中展
现推进军民融合，加快技术创
新等方面的新成果。

据了解，在2016年举行的

第十一届中国航展现场，空军
试飞员驾驶两架新一代隐身战
斗机——歼-20飞机划破长
空，惊艳首秀珠海，成为当届航
展上最耀眼的“明星”；列装空
军后的运-20运输机同样首次
亮相，两架一同参展，其中1架
首次面向社会公众静展，1架
进行飞行表演。

作为大国重器，“20系列”
高端航空装备再度亮相今年珠
海航展，将进一步彰显我国迈
步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的强劲
实力与历史担当。

中国航空工业将携全明星机型亮相珠海航展

彰显迈向新时代航空强国实力

本报讯 记者陈颖报道：记
者12日从市公路局获悉，石花
西路（白石路至桂花北路段）新
建工程已进入批前公示阶段。
该工程若能顺利建成将缓解九
洲大道交通压力，为城市“三
旧”改造和新商圈的形成提供
有力支撑。

据悉，白石路至桂花北路
段周边目前已有富华里等商贸
及办公场所，而富华里紧邻的
原兴业玻璃厂地块改造项目正
在推进。

去年6月，《珠海市住房和
城乡规划建设年报（2017）》提
出重点推进丽珠医药集团旧厂
等旧工业项目改造，推进九洲
商贸中心等重点片区的整体城
市设计研究。石花西路（白石
路至桂花北路段）新建工程恰
好就在上述片区。

作为该工程的建设单位，
市公路局12日向媒体表示，随
着富华里等商业楼宇的建成营
业，人流聚集将使得该片区道
路交通压力激增，原规划路网
的弊端日益显现。在该片区新
建道路不仅能缓解九洲大道等
城市主干道压力，也为未来该
片区商业聚集发展和“三旧”改
造提供了路网空间。

目前市公路局正在和相关
部门密切配合，力促新建项目
尽早完成前期审批手续。如果
各项准备工作如期推进，石花
西路（白石路至桂花北路段）新
建项目今年内将启动施工。

按照规划，新建道路总长
644.33米，西段双向四车道，
东段双向两车道，除了建设道
路桥涵，还包括配套的市政设
施。批前公示期本月18日截
止。

我市拟新建一市政道路

连通白石路
和桂花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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