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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村旧村更新表决大会
表决结果公示

一、表决结果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小林经济联合社于2018年8月26日召开“珠海市

金湾区红旗镇小林经济联合社旧村更新表决大会”。表决内容有三项：一是
更新意愿，同意小林村进行旧村更新的票数占应参加表决总票数的
80.75%；二是实施方式，同意小林村由市场主体实施旧村更新工作的票数占
应参加表决总票数的79.95%；三是前期合作企业，同意珠海市勤林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旧村更新前期合作企业的票数占应参加表决总票数的
78.76%。

二、公示期限
2018年8月28日至2018年9月3日（七个自然日）。
三、异议联系方式
如对本公示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书面向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小林经

济联合社提出。
联系人：罗建华
联系电话：13431597328
特此公示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小林经济联合社
2018年8月28日

通 告
因电缆沟挖掘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18 年 8 月

31日至 9月 20日，封闭明珠路交工业大道（上冲村口

段）一条机动车道。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8月31日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8
月31日晚，“曜阳关爱贫困失能
老人行动·走进珠海”活动在珠
海市博爱老年公寓举行。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向
珠海市博爱老年公寓和前山街
道办事处社会福利中心捐赠款
物共计30余万元。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江丹，
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阎武出
席捐赠仪式。

当天下午，江丹一行在珠海
市红十字会及相关领导陪同下，
入户看望了入住在博爱老年公寓
的革命老军人等老人们。江丹与
老人们亲切交谈，仔细询问了老
人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

并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
展中心向老人们赠送了慰问金。

在当晚举行的捐赠仪式上，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
向珠海市博爱老年公寓和前山街
道办事处社会福利中心捐赠款物
共计30余万元，用于改善和提高
老年人的养老质量。市博爱老年
公寓、前山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分
别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
中心赠送了“敬老助老行善举，奉
献爱心促和谐”“关爱失能老人，
共享生命尊严”的锦旗。

捐赠仪式结束后，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博爱艺术
团的艺术家们为老人们举办了专
场慰问演出。

“曜阳关爱贫困失能老人行动·走进珠海”活动举行

30余万元款物捐赠给老年人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 实习生
梁晓菁报道：9月1日，九三学社珠
海市委会（以下简称珠海九三学社）
举办九三学社创建73周年纪念大
会暨珠海九三科技创新论坛。九
三学社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杨玲，
九三学社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省人
大常委会委员黄惊雷等出席。

会议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
了中共广东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
精神、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八届
二次全会精神、中共珠海市委八
届五次全会精神，对珠海九三学
社学习贯彻工作作出进一步部
署。为进一步深化社员对科技创
新的理解，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珠
海九三学社举办了科技创新论
坛，5位走在科技创新前沿的社
员代表与大家分享了医学项目的
投融资、数字化领域的未来、集成
电路产业的发展、智慧物联的应

用以及印制电路板行业的展望等
科研新成果。

会议强调，珠海九三学社社
员要自觉继承和弘扬九三学社

“民主与科学”精神，认真学习中
共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夯
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在参政履职中发挥科技界别
优势，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建言献策；立足本职工作，培养
务实、担当、求进的良好作风，为
推动新时代珠海“二次创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据悉，珠海九三学社目前有
社员600多人，其中不乏国家、
省、市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和新兴
科技企业创业者。为助力推动珠
海企业创新、科技创新，珠海九三
学社还成立了企业科技创新研究
会，积极围绕珠海“双创”开展活
动，建言献策。

珠海九三学社举办九三学社创建73周年纪念大会

积极建言献策 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本报讯 记者高松 戴丹梅
报道：8月31日，珠海保税区召
开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会议，研究部署新时期保税区
基层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加强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促进全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会议全面解读了《珠海保
税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实 施 方 案
（2018-2020）》（以下简称《方
案》）。《方案》明确了“抓实建
强党支部”“实施基层党建‘一
区一品’建设”“建立基层党组
织书记激励制度”等34项具体
举措，提出通过三年行动，推
动全区党组织引领“两新”组
织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国有企
业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

落实的领导作用显著增强，
“融合式机关党建”工作新格
局日益形成，独具特色的基层
党建示范点全面建成。全区
各党支部书记结合支部工作，
针对落实《方案》具体举措提
出意见建议。

会议强调，保税区全区上
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把基层党建全面融入区中心
工作，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战
斗力，推动保税区基层党组织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把落
实《方案》与中央第十二巡视
组巡视反馈意见紧密结合，将
贯彻落实《方案》要求作为保
税区推进中央第十二巡视组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的一
项重要举措，作为巩固和检验

巡视整改成果的重要抓手；要
突出抓好基层党组织带头人
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书记在
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上的
表率作用，带头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结合岗位找准发挥
党组织作用的结合点，增强号
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要扎
实开展好党建活动，以党员群
众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方式
开展党建活动，打造重实效、
有亮点、管持久的保税区党建
特色品牌；要开展好党支部规
范化建设，把基层党组织规范
化建设与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起
来，与保税区各单位日常工
作、重大任务结合起来，以提
升组织力为重点，全面提升基
层党组织建设制度化、标准
化、规范化水平。

保税区召开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

促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斗门
区委四届五次全会提出打造斗门
区智能制造产业园的战略部署。
8月31日上午，斗门区白蕉镇举
行斗门区智能制造产业园招商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精实测控、力强
仪表、轩宇科技等5个项目签约
入驻斗门区智能制造产业园，项
目总投资12亿元。5个智能制

造项目预计达产后首年产值近
30亿元，预计达产3年后产值突
破百亿元。

据了解，斗门区智能制造产
业园位于白蕉镇，良好的交通优
势、完善的产业配套以及先进的
发展理念，是吸引5个项目落地
的主要原因。

根据斗门区委、区政府的战
略部署，产业园是斗门区打造
智能制造示范区、做大做强实
体经济的重要载体。园区拟通
过引进一批智能制造项目、规

划建设一批智能制造技术研
发机构、集聚一批高水平的
创新创业团队，充分集聚优
质资源，打造具备技术研发、
生产制造、产品交易等核心
功能的智能制造专业产业
园，构建适宜智能制造产业
发展的生态体系。

据悉，此次集中签约的5
个项目，涉及软件开发、精密仪
器制造、新型材料等领域，具备
集约用地、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高、产值高、投资强度大等特

点，5个项目预计达产后首年
产值近30亿元，且项目均计划
近年IPO上市，预计达产3年
后产值突破百亿元。项目的
落户对进一步带动斗门区智
能制造产业发展，将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为使产业园开好头起好
步，斗门区招商职能部门、园
区、镇（街道）进一步调整思路、
创新方式，在众多优质项目
中，挑选了此次签约的5个优
质项目作为首批入园项目。

五项目入驻斗门区智能制造产业园

达产后首年产值近30亿元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
道：暴雨天气持续。近日，市
海洋农业和水务局、市三防
办组织检查组加强防洪排涝
工作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
抓紧处理，确保安全度汛。

检查组先后检查了前山
北半部的上冲、翠屏和金凤
排洪渠等重点排洪通道畅通
情况，现场督导检查防洪排
涝工作。据了解，前山北半
部与中山坦洲镇毗邻，也是
我市涉及跨界防洪和河涌治
理的重点区域。由于珠海、
中山两地水系复杂、涌渠交
错，如果对排洪等涌渠管理
不善，极易造成区域内涝问
题。近日珠海持续的强降雨
就不同程度导致了上冲片区
的内涝，暴露出该片区涌渠
防洪排涝能力仍有待进一步
整治提升。

检查组要求：一是要充
分掌握片区内 G105 国道和
金凤、翠屏等排洪渠，以及与
之相衔接的坦洲镇河涌，在
汛期雨季涌渠的径流情况，
加强跨界河涌闸口、蓄洪湖
的调度，真正做到未雨绸缪，
最大限度发挥防汛设施作
用；二是要在推进当前涌渠
水环境整治工作中，充分保
障涌渠的基本防洪排涝功
能，河畅水清兼顾。检查组
还建议，香洲区城管部门要
加强排涝装备的配备和保
障，尽快采购一批大功率的
排涝抢险车，以应对极端天
气造成的内涝灾害。

两部门组织检查组

加强防洪排涝工作检查

及时解决问题
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 记者乔宇 罗汉章报
道：可立体检测鱼塘水质的“机器
人”、能进行仓储巡逻的消防“机
器人”、“公众号”下单后上门修手
机……8月30至31日，第四届中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广东省分赛现场决赛暨第二届
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对接洽谈活动在吉林大学珠海
学院顺利举行，现场各种脑洞大
开的双创项目层出不穷。据悉，
共有6270万元投资资金在项目
对接洽谈活动中达成投资意向。

据悉，本次大赛吸引了来自
全省145所高校超14万人次报
名参赛，提交了近3.2万个参赛
项目。在经过校级初赛、省级复
赛的激烈角逐后，共有来自58所
高校的119个项目进入省决赛。
其中创意组有55个项目，初创组
有32个项目，成长组有10个项
目，就业型创业组有22个项目。

在创意组决赛现场，五邑大
学“渔家傲”团队带来的水质检测

“机器人”格外引人注目。该“机
器人”外形方正，两侧各装有一个
浮筒，尾部装有螺旋桨。“淡水养
殖的水质检测往往只能检测固定
某个点的情况。”该团队队长莫同
学表示，但该“机器人”可利用自
身深浅可调的传感器和导航系
统，检测一个鱼塘多个位置不同
深度的水质情况。所得的数据经
过算法分析后可生成三维立体水
质检测图，便于养殖户全面了解
鱼塘水质情况，从而更加有效地
改善水质情况，提升鱼塘养殖环

境。目前，该团队已有两台“机器
人”在鱼塘里试用。

“加速修”项目是本次大赛成
长组的其中一个项目，由吉林大
学珠海学院等广东多所高校学子
联合创立。目前该项目已覆盖广
东几十所高校，这些高校的学生
只需在微信公众号上下单，即有

“工程师”上门维修手机。项目负
责人梁淀寿表示，这些上门的“工
程师”多是在校大学生，均由专业
的维修师傅系统培训，“工程师”
接单上门后，顾客可现场见证维
修过程，修好后再付款。梁淀寿

表示，该项目由2017年3月份
创立至今，目前月营业额已超
过百万元，拥有超200名“工程
师”，并于2017年7月份获得
了超百万元的投资。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此
次决赛共诞生冠军1个、亚军
2个、季军1个、金奖24个、银
奖32个、铜奖63个。其中，来
自华南理工大学的齐悟大脑
项目斩获成长组金奖，并荣获
本届大赛冠军。珠海有吉林
大学珠海学院等4所高校共五
个项目参加决赛，获得了2个

金奖、3个铜奖的成绩，其中，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的“加速
修”项目和仓储巡逻消防机器
人——小仓分别斩获成长组
金奖和创意组金奖。

值得一提的是，共有6270
万元投资资金在第二届粤港澳
大湾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对
接洽谈活动中达成投资意向，
约300家投资机构和约800个
创业项目团队在本次活动中慧
眼识珠瞄准大赛项目，进一步
推进了创新创业项目落地与成
果转化。

119个项目角逐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双创大赛省决赛

6270万元投资资金达成投资意向

参赛队伍在决赛现场进行路演。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报道：
为使检察官正确理解、准确适
用扫黑除恶相关法律法规，进
一步提高办理涉黑涉恶犯罪案
件的质量，8月 28日、30日，珠
海市检察院围绕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印发的《关于办理黑恶
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
意见》，结合我市检察机关办理
涉黑涉恶案件所遇到的问题，
分两轮对市区两级检察院全体
员额检察官进行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专题培训。

首轮培训邀请了省检察院公
诉二处副处长战捷主讲。战捷结

合自身丰富的办案经验，从总体
要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
征、对“恶势力”及恶势力集团的
认定等六个方面对《指导意见》
进行了详细解读，并结合具体案
例，从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
征”着手，就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取证、认定工作，进行深入细致、
可操作性强的指导。

第二轮培训由珠海市检察
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扫黑办主任
董雄健主讲。董雄健对我市检
察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
析，并提出具体解决措施和下一
阶段工作要求。

通过两轮培训，参训人员表
示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的认
定、证据标准等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为下一阶段开展扫黑除恶工
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市检察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培训

为下一阶段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上接01版）会上，马瑞民还
就做好督导配合、边督边改、信息
公开、条件保障等工作提出了要
求。中央扫黑除恶第8督导组成
员，广东省党政班子相关成员出
席会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和政
协主要领导，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省委有
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中直驻粤
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广

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班子相
关成员、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和政
协主要领导列席会议，其他地级
市、县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以及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当地通过
视频会议列席会议。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
8督导组督导进驻时间原则上为
1个月。督导进驻期间（2018年9
月 1 日－9 月 30 日）设立专门值
班 电 话 ：020- 87185990、
87185991、87185992，专门邮政
信箱：广州市 909 信箱，邮编
510100。督导组受理举报电话
时间为每天 8：00—20：00。根
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导组
职责，中央第8督导组主要受理
广东省涉黑涉恶问题方面的来信
来电举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郭永航，市委副书记、市长姚奕
生，市政协主席陈洪辉；市委常
委、副市长，市中级法院院长、市
检察院检察长；横琴新区、各区、
各镇（街）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
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中央
和省驻珠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市委政法委班子成员，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全
体成员等在珠海分会场参加会
议。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

中央扫黑除恶第8督导组
督导广东省工作动员会在广州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