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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证通知
尊敬的中海左岸岚庭之花园业主：

中海左岸岚庭之花园确权手续已办理完毕，现已具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
条件。我司将以电话、小区张贴公告方式告知您具体办证流程和须知，请您按照
通知要求的时间和流程办理相关手续。
办证咨询电话：0756-7686562

特此通知！
珠海市嘉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收楼通知
尊敬的中国中铁诺德国际花园业主：

您购买我司开发的位于珠海市香洲区白石路73号中铁诺德
国际花园6栋、3栋的商品房现已具备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兹定
6栋于2018年9月22日、3栋于2018年9月29日办理交房手续，
具体办理流程及相关内容详见邮寄的《收楼通知书》。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视为已正式通知买受人前来收房，
特此公告！
收楼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白石路73号诺德国际花园销售中心
客服电话：0756-8996801

珠海中铁诺德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股权转让公告
珠海友博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下称友博公司）股东林炳煌、

邱玉霜、吴进源、黄嘉兴将持有的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新股
东。凡涉及友博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60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前往珠海市香洲区前进一街28
号2栋206室向友博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未申报的，后果
自负。

特此公告。
联系人：周小姐 联系电话：13727020837

公告人：珠海友博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兹定于2018年9月14

日上午开展港珠澳大桥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预演。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18年9月14日

应急演练预演公告

遗失声明
珠海市园林处《国有、集体建

设用地许可证》：珠国土许字（国
1993）第024号因不慎遗失特此登
报声明作废。如有异议者，请于本
声明见报之日起30日内，联系珠海
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电话：
3319963，3313055。逾期无异议
者，将依法注销上述证件。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粤0402民初7487号

珠海市扬名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钟洁丹诉你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方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资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原告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
借款人民币210万元，以后的利息按月

利率2.2%计算，从判决之日起计至付
清借款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30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
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二0一八年九月四日

入 伙 通 知
尊贵的【湖畔岚庭2-8栋】业主：

感谢您购买我司开发的湖畔岚庭物业。湖畔岚庭2-8栋商品房已
顺利通过政府相关部门验收，具备入伙条件。请您按如下时间、地点办
理楼宇交付手续。

◇集中入伙时间：2018年9月20日-22日（周四至周六）（具体入伙
日期详见入伙邀请函）

◇集中入伙地点：7栋商铺
届时，我们将恭候您的光临。祝您：阖家幸福，入伙大吉！
湖畔岚庭物业管理处电话：0756-7799980
发展商客户服务热线：400-183-0688

珠海市启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O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搬迁通知
致广大客户：

因业务发展需要，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凤凰北路
证券营业部于 2018 年 9月 10
日搬迁至珠海市香洲区凤凰北
路2000号泉福汇A1、C1铺位
正式营业，营业部咨询热线
0756- 2256606、2255892。承
蒙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的大力支
持与配合，在此，营业部全体员
工谨表示由衷的感谢！给大家
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
请谅解！

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公告

一、报名时间
2018年9月14日至2018年9月28日17 时（上班时间为上午8：30-12:

00，下午14:30-17:30，节假日除外）。
二、详细信息须登陆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浏览，并在信息公

告表“相关资料下载”处下载相关资料，或亲临我中心了解详情。
三、交易平台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2楼交易窗

口 联系人：钟小姐、陈先生、郑先生，电话：0756-2538700、2538702、2602651。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9月14日

项目编号

1700543C-3

1800133C

项目名称
租赁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高栏港大道377号地块A运输车辆停
车场用地(第四次)
珠海市体育中心4处物业租赁项目

为弘扬斗门传统饮食文化，推广斗门传统美食、本地特色
餐饮企业及美食品牌，促进斗门文化旅游业、餐饮业协调发
展，进一步展示近年来斗门特色美食发展成果，打造斗门特色
美食品牌，2018年10月1日至10月5日，珠海市斗门区人民
政府、珠海报业传媒集团将在斗门区体育馆广场联合主办以

“清新黄杨 寻味斗门”为主题的2018年斗门美食文化节。
珠海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承办本届斗门美食文化节，

现邀请具有美食节招商和布展经验的单位作为协办方。有意
者请在9月14日17时前致电0756-2639382宋先生联系。

珠海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2日

关于邀请2018斗门文化美食节
协办单位的公告

据新华社上海9月13日电
13日，A股市场在经过前期连续
调整之后，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

当日，上证综指以 2679.21
点高开，全天呈现“V型”走势，最
终收报2686.58点，较前一交易
日上涨30.47点，涨幅为1.15%。

深证成指收报8163.76 点，
涨52.60点，涨幅为0.65%。创业

板指数涨 0.40%至 1391.28 点。
中小板指数涨0.68%，以5555.96
点收盘。沪深两市个股呈现普涨
行情，有2750只交易品种收涨。
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
市逾3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雄安科创、航
天科工、去IOE涨幅居前；降解材
料、重磅新药、体外诊断跌幅居前。

A股结束连跌走势

上证综指反弹1.15%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针
对有外媒称美方近日向中方发
出磋商邀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13日表示，中方确实已经
收到美方邀请，对此持欢迎态
度，双方正在就一些具体细节进
行沟通。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中美经贸磋商团

队近来一直保持着各种形式的沟
通，双方就各自关注的问题进行
了交流。中方认为，贸易冲突升
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此前，美方表示可能会对全
部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高峰
对此回应说，美国单方面加征关
税的措施，最终损害的将是中美
两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美方

不顾广大业界、消费者的呼声，
不断释放可能导致中美贸易摩
擦升级的信息，这种讹诈、施压
的做法，对中方不起作用，无助
于问题的解决。

高峰表示，希望美方顺应
民意，采取务实举措，通过平
等、诚信的对话与磋商，使中美
经贸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另外，针对美方近日声称
的可能会以网络攻击盗窃美国
知识产权为由制裁中国企业，
高峰表示，希望美方能客观公
正对待中国企业在美商业活
动，不要捕风捉影，为推行贸易
保护主义寻找借口，避免使包
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对
美国营商环境失去信心。

商务部确认中方已收到美方磋商邀请

双方正就具体细节进行沟通

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者
何进报道：9月 13日，随着交易
编号为18086的富山工业园首宗
共有产权地块土地交易在珠海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落槌”，面积
17万余平方米的“珠富国土储
2018-01号”地块成功公开挂牌
出让。此举标志着富山工业园未
来三年建设7300余套产业配套
住房的大幕正式拉开。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为积极贯彻珠海市年初提出的

“珠海英才计划”并迅速推进落
实，富山工业园描绘出产业配套
住房建设蓝图，将雷蛛北片区智
造小镇的核心位置划出约30万
平方米地块用于产业配套住房建
设，13日成功出让的“珠富国土
储2018-01号地块”就位于蓝图
的北部。

据富山工业园管委会规划国
土局局长钟建科介绍，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富山工业园
要打造成珠海市“实体经济发展
的重大平台和产城融合发展示范
区”，建设30万平方米的园区集
中生活配套区即为具体实践之
一。拟建的7300余套产业配套
住房将通过梯度式住房供给方
式，解决雷蛛北片区新一代电子
信息组团企业的员工住房问题。

他表示，管委会在规划编制
阶段，认真学习调研了苏州工业
园、东莞松山湖工业园等国内较
先进的工业园区，学习他们先进
的规划建设理念和人才住房解决
方案；同时也认真调研了在雷蛛
北片区落户的企业，听取企业家
们的需求。最终在江湾涌北侧、
崖门水道东侧，环境好的地方，规
划了约30万平方米的园区集中
生活配套区。

“集中配套区共有配套住房
47栋，安排7300多套房，涵盖共
有产权住房、人才公寓和集中宿
舍，可满足18000人—24000人
的居住规模。作为珠海市首个产
业园区梯度式人才住房供给体
系，人才房将按照梯度式人才住
房供给体系分配，满足企业高层、
中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等不同
层级以及不同阶段的住房需求。
同时，这也是珠海进行集中化宿
舍建设的创新尝试。”钟建科说。

据富山工业园地区总规划师
张一恒介绍，本次公开出让的集
中生活配套区位于富山工业园倾
力打造的智造小镇核心区域，将
建共有产权住房、租赁型员工公

寓、限售型员工公寓三种人才
住房类型。本次严格控制建筑
户型面积和比例，其中共有产
权住房原则上平均每套户型面
积为90平方米，最大面积不超
过140平方米，租赁型公寓和
限售型公寓户型面积为40平
方米、60平方米、90平方米三
类，以5∶3∶2的比例建设。各
类户型充分考虑园区员工的实
际配套需求。

此外，集中生活配套区还
将配建1处18班的幼（托）儿
园、1处一级邻里中心、集中接
送员工的公共交通场站和社会
停车场、物业管理用房和垃圾
收集站等设施。

根据园区规划要求，租赁
型和限售型公寓项目需在成功
出让后6个月内开工，24个月
内竣工；该地其他项目需在12
个月内开工，36个月内竣工。
据了解，地块部分项目最早将
于今年年底开工建设，预计
2020年前后陆续建成使用。

“一旦集中配套区域最终
建成，也意味着以往富山工业园
的各企业厂区和宿舍区、生活区
混杂的现象一去不复返，生产区
和生活区各得其所又紧密联系，
将有效推动园区的现代化管理
和服务水平的优化和提升，也将
成为雷蛛北片区未来产城融合
的生动实践。”张一恒说。

富山工业园打造珠海市首个产业园区梯度式人才住房供给体系

三年将建7300余套配套住房

（上接01版）

创新融合，更加自由流动
的市场要素

在近日举行的2018第四届
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上，深
圳市副市长王立新透露，深圳正
在规划一条专线高铁和一条高速
公路直通深汕特别合作区，该地
区的居民要全部转成深圳户籍。

成立于2011年的深汕特别
合作区，地处广东省汕尾市，
2017年9月，广东省政府明确该
合作区由深圳市全面主导，正式
成为深圳的一块“飞地”。未来，
深圳和这块“飞地”之间有望实现
交通、产业、政策一体化。

近年来，这样“一盘棋”的举
措越来越多，粤港澳之间一些制
度性藩篱正逐步取消，人员、资金
等创新要素在大湾区内的流动变
得更加顺畅。

今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
法》，让不少居住在深圳的香港人
充满了“获得感”。在深圳创业的
香港青年谢智衡说，之前在内地
乘坐高铁买票、取票都比较麻烦，
现在如果申领了居住证，坐高铁
就可以自助取票，工作生活都更
方便了。

“创新的关键是人才，让粤港
澳三地的人才流动起来，就能激
发出巨大的动力。”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副院长汤晓鸥说。目前，
他牵头组建了香港中文大学和中
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
联合实验室，为深港两地的研究
人员提供了合作平台。

更广泛的粤港澳科技合作正
不断推进。记者了解到，香港与
深圳共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已完成规划程序，计划2021年开
始建设研发中心等工程。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相
关负责人近期表示，正探索相关机
制，免除香港投资者在深圳注册企
业、开户时多次往返深港的繁琐，

进一步便利港资企业来深投资。

开放融入，更有影响力的
世界级城市群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
如果以国际专利申请量为依据，
在全球25个重要的科技创新区
域中，深圳-香港区域排在第二
位，仅次于东京湾区。

一些专家认为，香港的金融、
航运，澳门的休闲旅游，深圳的高
新技术、科技创新，广州的贸易，
东莞、佛山的制造业等领域都具
有世界级的影响力。但与旧金山
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相比，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需要世界级
产业集群作为战略内核，深化城
市合理分工，实现功能互补。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
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认为，粤港
澳大湾区作为全球制造工厂，需要
调整上下游传统产业链条，着力建
设以新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生态体
系，促进湾区新经济产业链条更完
整，产业生态更自洽，形成大湾区
现代产业生态协同共建新格局。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2018年
5月发布的研究成果显示，目前，
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显露世界一
流超大城市群雏形，未来将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型门户枢纽
和世界级经济平台、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该区域在中国经济发展
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将进
一步提升。

“香港、澳门应进一步提升国
际城市链接度，深圳、广州应加强
科技创新和新经济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11个城市不仅需要在湾
区内部进行合理分工，更需要以
各自特色和优势切入全球城市分
工体系。”曹钟雄说。

新华社深圳9月13日电

富山工业园产业配套住房效果图。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据新华社旧金山9月12日
电 美国苹果公司12日在加利福
尼亚州丘珀蒂诺市举行新品发布
会，推出3款智能手机和第四代
苹果手表等产品。其中，手机双
卡双待功能和手表健康监测应用
广受关注。

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两款旗舰产品采用OLED
显示屏，大小分别为5.8英寸和
6.5英寸（1英寸约合2.54厘米），
后者是iPhone迄今配备的最大
屏幕。iPhone XR采用6.1英
寸的LCD显示屏。

苹果公司全球营销高级副总
裁菲利普·席勒在发布会上介绍，

新款苹果手机的一大亮点是能
够实现双卡双待功能。

新款手机均搭载苹果最新
的A12仿生处理器，配备新一
代神经网络引擎，每秒运算次
数可达5万亿次，性能大幅提
升。三款手机都摈弃了home
物理键，并继续沿用 iPhone

X的人脸识别功能，速度更快。
新一代苹果手表搭载了

64位双核S4处理器，显示屏
有 40 毫米和 44 毫米两种尺
寸，健康监测功能的提升是其
一大亮点。它可以监测佩戴者
是否意外跌倒并判断严重程
度，自动发送求救和位置信息。

苹果公司推出多款新品 手机双卡双待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