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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特色海洋经济发展

全面打造万山“三区一基地”
●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打造“三区一基地”

本报讯 记者宋爱华报道：
“万山区是全市唯一一个在海
上与港澳连接的海岛区，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我们对万
山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近
日，万山区区委书记叶真在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万山
区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
景下，
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全面推动特色海洋经济发展，
为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作出珠
海贡献。
叶真表示，万山区将抢抓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机
遇，全面打造“三区一基地”。
一是发挥海域广阔、海岛众多
的独特资源优势和海岛高端旅
游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优势，发
挥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着力
建设滨海旅游示范区。二是发

国文化元素，做强海岛“文化+
旅游”
品牌。继续办好妈祖、北
●努力建设海洋高科技产业创新集聚区
帝文化节和婚庆、水上运动嘉
●强化培育高端旅游新业态
年华等传统品牌活动。在完善
旅游配套设施方面，加快桂山
●扎实有序开展海岛基础设施建设
码头片区、东澳
“一湾两岸”
、外
伶仃小石嘴、大万湾改造项目
继续推进
“厕所革命”。
挥万山群岛渔业资源丰富、万山 岛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建设，
海钓声名远扬的优势，发挥海岛 区，这为万山区发展高端旅游
“海岛的基础设施建设还
风能、潮汐能、波浪能丰富的优 创造了良好契机，叶真告诉记 不尽如人意，这成为制约海岛
势，
积极推进海洋渔业、海洋清洁 者，今年，万山区将大力推进万 未来发展的瓶颈。”叶真表示，
能源和海洋科技产业的发展，着 山海岛进一步对外开放，积极 今年，万山区将开展海岛基础
力建设海洋产业创新区。三是发 融入港澳休闲旅游市场，推动 设施建设，完成东澳岛客货运
挥海洋海岛物种丰富、珍稀动植 港澳游艇便利游、港澳及国际 码头工程、桂山岛十三湾防波
物繁多、生态优良的环境优势，
建 游客便利出入万山海岛的相关 堤工程、桂山岛一号二号防波
设好位于万山区海域的中华白海 工作。在推动格力东澳二期项 堤修复工程和东澳岛直升机起
豚保护区、担杆猕猴自然保护区、 目、三角岛运动休闲与科教示 降点等设施建设。加密航班班
庙湾红珊瑚自然保护区，推进人 范项目建设的同时，
加强桂山、 次，推进海岛直升机低空旅游
工鱼礁和海洋牧场建设，着力建 外伶仃、大万山岛上重点发展 和海岛空中运输航班常态化，
设海洋生态保护区。四是发挥粤 项目的招商工作，以打造带动 为旅客和居民提供舒适、便利
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的乘数 整岛旅游发展的龙头企业。
的交通服务。同时，加快海岛
效应，
发挥区内国际航道众多、国
万山区将进一步挖掘以万 公路建设，完善水、电、通信基
加快推进水库改扩建、
际锚地布局在此的资源优势，打 山海战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元 础设施，
造珠江口国际船舶服务保障新平 素，以清朝海关遗址、铳城、张 海上风电、南网海底光缆铺设
台，
建设海洋综合服务保障基地。 保仔故事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元 等项目建设，彻底解决海岛通
去年，
万山区东澳岛、外伶仃 素和以文天祥故事为代表的爱 讯难题。

南屏大桥昨启动拆除
金琴快线八车道南屏大桥将与港珠澳大桥延长线相连
本报讯 记者陈颖报道：
15 日上午，南屏大桥拆除仪式
在风雨中举行。这标志着旧南
屏大桥正式完成历史使命，让
位于适应城市发展的金琴快
线。而满载回忆的大桥桥名牌
也在当天移交给市博物馆和南
屏镇保管收藏。
今年 3 月，为配合金琴快
线施工，南屏大桥封闭，
途经车
辆已改道钢便桥。4 月 15 日
上午，工程代建单位——珠海

交通集团正式宣布南屏大桥启动
拆除工作。记者在大桥现场看
到，部分桥面已经被破拆。大桥
中部饱经沧桑的桥名牌从护栏中
被卸下。珠海交通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拆除的第一步是按照原
来建桥的相反步骤，从引桥部分
开始先对桥面铺装层进行清拆，
使桥体被分割成多个单体桥梁结
构。记者在现场看到，南屏大桥
两边的施工便桥已经搭建就绪。
未来，
在旧桥位置，一座崭新的八

车道南屏大桥将飞跨前山河两
岸，成为珠海“五横九纵”新路
网体系的重要关节，并最终与
港珠澳大桥延长线相连。据
悉，南屏大桥拆除及新建工程
是金琴快线的一大控制性节
点。全长 13.6 公里的金琴快
线项目由市公路局主管，起于
港湾大道与金凤路交叉口，一
路穿过城市中心区，止于港珠
澳大桥连接线及改造中的南湾
大道，
全线直行交通无信号灯，

设计速度为每小时 60 公里，计
划 2020 年建成通车。
1987 年落成的南屏大桥，
全长 532.2 米，双向两车道，30
年来一直是珠海前山河两岸通
行的主要干道之一，记录着城
市的变迁历程，承载着往返前
山河两岸珠海人的集体回忆。
拆除仪式现场，市博物馆和南
屏镇相关负责人亲手接过工程
人员卸下的桥名牌，完成移交
收藏手续。

用 地 清 场 通 告
因广南梅供水管工程第二
标段和南区水厂第二条进出厂
管道工程建设需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土 地 管 理 法〉办 法》以 及
《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
等规定，
现发布通告如下：
一、因广南梅供水管工程
第二标段和南区水厂第二条进
出厂管道工程建设需要，珠海
市香洲区人民政府决定依法对
广南梅供水管工程第二标段和
南区水厂第二条进出厂管道工
程用地发布用地清场通告。
二、根据珠海市发展和改
革局《关于广南梅供水管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珠发
改建〔2011〕71 号）、珠海市住
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2017
市政 016 号）及《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
（建字第（香洲）2017 市
政 008 号），广南梅供水管工程
第二标段包括广昌泵站至屏西
八路段、屏西一路至屏工二路
段、南沙湾泵站至沿河北至南
屏大桥西段、新建三台石路至
梅溪水库段，梅溪水库至大镜
山水库段，具体用地范围详见
附图和现场界桩。
三、根据珠海市市政和林
业局《关于珠海市南区水厂一
期扩建工程及第二条进出厂管
道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珠市
政 林 业 函〔2017〕156 号）及 珠
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香
洲规划分局《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字第（香洲）2017 市政
003 号），南区水厂第二条进出

厂管道工程包括广昌泵站至南
区水厂段、南区水厂至珠海大
道段、珠海大道南侧环山路至
坪岚路段，具体用地范围详见
附图和现场界桩。
四、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含
临时设施）补偿标准，按照香洲
区人民政府批准的方案执行。
五、项目用地范围的各权
属单位、经济组织或其他权利
人，应当在通告发布之日起一
个月内，配合属地征地拆迁工
作部门办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补偿登记手续及现场测绘丈量
工作，并清理场地、搬迁。逾期
未办理补偿登记手续及现场测
绘丈量工作的，其补偿内容以
属地征地拆迁工作部门的调查
登记结果为准。
六、通告发布当天，公证部
门对项目用地范围的地貌、涉
及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现状
进行实景录像和拍照取证，所
得结果作为计算登记补偿的依
据。
七、自通告发布之日起，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原
地貌，所进行的新栽新种、新搭
建和新添附其他一切青苗及地
上附着物等，一概不作任何补
偿，所造成的损失自行承担。
八、自通告发布之日起两
个月内不配合属地征地拆迁工
作部门办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的清点、测量登记及补偿等工
作，不清理场地、搬迁的，根据
《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由珠海市
香洲区人民政府组织清理场
地，其青苗及地上附着物不予
补偿，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由该地上种养的单位或个人自
行承担。
九、项目用地范围、位置、
坐标，请自通告发布之日起 15
天内到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人
民政府、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街
道办事处、珠海市香洲区征地
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或
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中任一单位查询，联系方式
如下：
（一）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
人民政府，地址:香洲区南屏镇
坪岚路 13 号，联系电话：07568672063。
（二）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街
道办事处，地址:香洲区前山鞍
莲 路 1 号 ，联 系 电 话 ：07568620310。
（三）珠海市香洲区征地和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地
址: 香洲区教育路青春一街 1
号，联系电话:0756-2617736。
（四）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香
洲分局，地址:香洲区南屏镇坪
岚 路 4 号 ，联 系 电 话 ：07568813123。
（五）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地址：香洲区梅华
东路 338 号，联系电话：07568132077。
特此通告。
附件：1. 广南梅供水管工程
第二标段征收补偿范围图
2. 南区水厂第二条进出厂
管道工程征收补偿范围图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
2018 年 4 月 16 日

综合
珠海统一战线
“同心大讲堂”
正式启动

传播好声音 汇聚正能量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4
月 15 日，
珠海统一战线
“同心大讲
堂”
启动仪式暨第一期专题讲座在
市社会主义学院举行。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郭才武，
民革市委会主
委潘明，
民盟市委会主委彭洪，
民
建市委会主委黄文忠，
民进市委会
主委茹晴，农工党市委会主委阎
武，
致公党市委会主委吕简承，
九
三学社市委会主委贺军，
台盟市支
部主委容锦，
市工商联主席董凡，
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陆骊
工，
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
长杨智雄等出席活动，
共同为
“同
心大讲堂”
启动揭幕。
郭才武在启动仪式上讲话，
他
指出，
“同心大讲堂”
的设立，
是新
时代全市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
合，
凝心聚力、
同心同向的需要，
是
牢牢把握统一战线意识形态工作
主导权，
传播好声音、汇聚正能量
的需要，
是学习先进理念、接受前
沿知识、
汲取优秀经验，
加强
“两支
队伍”
建设的需要，
对于全市统一
战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
九大精神，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郭才武强调，全市统一战线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头等大事和首要政
治任务，紧扣“同心”主题，坚持
“传播党的统战理论、凝聚思想政
治共识、提升自身能力素质”
的宗
旨，同心协力把“同心大讲堂”打
造成为全市统一战线学深悟透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主抓手，打造成为宣传同心
思想、共画同心圆、齐话中国梦的
主阵地，打造成为全市各统战团
体展现特色、展示自我、互动交
流、互促共进的主平台。
启动仪式后，中央社会主义
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孙
信教授作“同心大讲堂”第一期
《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与创新》
专题讲座。市委统一战线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全市
各领域统战成员代表，市、区、镇
（街）统战工作人员等约 320 人参
加了活动。

市领导深入农业企业调研指导

加强合作共建生产示范基地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副
市长刘嘉文日前带队到市现代农
业发展中心合作共建生产示范基
地开展调研指导并强调，
加强产学
研合作，
共建生产示范基地，
推进
现代农业产业建设与发展。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生态渔
业养殖生产示范基地——市湖江
渔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水稻良
种繁育和农业观光旅游示范基
地——十里莲江农业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调研。在湖江渔业科技有
限公司，调研组听取了企业发展
建设和生产情况汇报，参观了培
训室、水质监测平台、ERP 系统
和二维码可追溯系统等，肯定了
湖江渔业重视食品安全以及在产
品安全溯源方面做出的努力。在
十里莲江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

珠香府通告〔2018〕6 号

司，
调研组深入田间地头，
详细了
解水稻良种繁育以及休闲观光旅
游农业发展情况，鼓励企业丰富
休闲观光内涵，增加入园采摘体
验等业务，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共赢。
在调研基础上，市现代农业
发展中心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帮扶
企业发展提出要求：一是加强与
企业合作，在湖江渔业科技有限
公司筹备举办培训班，组织农户
学习相关技术和标准，提高农户
健康养殖技术和产品质量，实现
农户与企业合作共赢；二是派出
技术力量与十里莲江对接，进一
步优化种植品种，合理落实种植
计划，指导企业丰富农业产业以
及旅游景点的内涵，促进休闲农
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