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大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征求
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意见的通告

随着全省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转移外市难度
不断增加，危废实际产生量与其处理处置能力矛盾突出，危险废物处理处置
设施不足。为了满足富山工业园区及珠海市内的工业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及
市场交互需求，广东大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5.29亿元，在珠海市富山
工业园区新建一个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即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处理处置中
心），实现危险废物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将给珠海市带来较大的环
保效益、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为富山工业园招商引资企业及现有企
业提供保障支撑。

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
并于12月18日前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建设单位：广东大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邮箱：739524143@qq.com。
联系人：刘先生，联系电话：020-38857536（传真：020-38857536）
信函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智慧城高唐路239号时代E-park5栋501收，

邮编：510000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单位：珠海渝环北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邮箱：zhbit_hgyclxy@163.com
联系人：黄女士，联系电话：0756-3622685（电话，传真）
信函地址：珠海市金凤路6号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弘毅楼HA304收，

邮编：519087

招标公告
一、简介1.项目名称：龙湖天玺院小区前期物业管理服务 2.评标方法：综合

评分 3.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另行通知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的法人
资质，非本市物业管理企业须在本市行政主管单位或珠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登记备案。（2）具有物业管理三级物业管理资质或在珠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登
记备案并取得诚信证明的。三、招标文件的获取时间：2018年 12月 5日～
2018年12月11日每天9：00-17：00；地点：珠海市香洲区水湾路231号御海湾
花A座407；购买标书时须提供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投标人资格要求1-2项
资料；法人资格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购买人身份证四、联系人周工：
13016317719

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2018年12月5日

公开招标信息
一、项目名称：湾仔海关中途

监管站码头港池清淤工程项目（招
标编号：ZHGJ2018-367）。二、采
购预算：人民币￥1,318,214.00
元。三、具体详见中国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gov.cn）、中国
海关网、深圳市国际招标采购网。

深圳市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8年12月

25日下午15:00在珠海市香洲区兴华
路190号（世界电子大厦）2楼公开拍
卖：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石花东路58号2
栋202房（85㎡），附带租约拍卖，起拍
价人民币180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

特别说明：其他具体拍卖事项参
照当期拍卖会清单，有意竞买者可与
我 司 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0756-
2113893

珠海正源拍卖有限公司

山星一号集资兑现
通 告

山 星 一 号 集 资 券
0002152、0002153、0008774
合计券额叁仟元，原初始持券人
如有异议，请电询：8611476转
207，见报七日内未有异议，本
人将行使持券人权利兑现。

武瑞波
2018年12月5日

注销声明
珠海从众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
00MA4UKAJN73，公 司 自
201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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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叁顶广告有限公司，

注册号：440400000507676，
公司自2018年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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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炬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734138017C）经股
东决定，决定投资总额由原来
6019万美元减少至3150.4万
美元，注册资本由原来4868.6
万美元减少至2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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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告
因新建的长围四路接入南琴路施工需要，现决

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至 12 月 28 日，封闭南琴路的

长围四路口。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12月3日

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
索赔登记公告

2018 年 11 月 12 日，珠海市和丰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船舶油污
损害理赔事务中心（简称“中心”）提交索赔申请，称：2013 年 8 月 14 日，
夏天海运有限公司（Summer Maritime Limited）所属的香港籍散货船

“夏长”（Trans Summer）轮在广东省珠海小万山岛附近海域发生沉没溢
油事故，申请人因此遭受油污损害。

中心已依法受理索赔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凡与本次溢油事故有关的油污受害人，欲申请船舶油污损害赔

偿基金赔偿、补偿的，应自本公告最后一次发布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向中
心办理索赔登记。

二、油污受害人逾期不登记的，将可能承担索赔不利的后果。
中心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霍山路 150号 8楼
电话：021-65663198、021-65663093
联系人：帅月新、廖兵兵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油污损害理赔事务中心
2018年12月5日

尊敬的各位股东：
为积极响应珠海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的号召，根据《珠海

市城中旧村更新实施细则》第十二条，我司定于2018年12月23日召开
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对珠海高新区李庄（下村）进行城中旧村更新的相
关事项进行公开表决，具体安排如下：

一、时间：2018年12月23日9:00-14:00
二、地点：珠海高新区李庄（下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旁
三、表决事项：李庄（下村）进行城中旧村更新的：①更新意愿、②实

施方式、③引入前期合作企业。
四、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由股东或授权代表填写

《表决票》，选择以上3个表决事项的相应选项。
五、相关安排详见李庄（下村）公示栏公告。
本次表决大会由珠海市香洲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公证，广东中晟律

师事务所现场见证。
特此公告。

珠海市香洲金鼎李庄股份合作公司
2018年12月4日

关于召开珠海高新区李庄（下村）城中旧村
更新意愿表决大会的公告

转让通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现有

拱北夏湾面包工厂和市区
门店整体转让，适合做烘焙
行业，设备齐全，可马上营
业。具体转让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
15812603188 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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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
12月3日，记者从高栏港区规
划建设环保局了解到，该区近
日公布了2018年环境保护专
项资金分配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并通过公示。根据方案，
将有三家企业的三个环保项目
分享100万元专项资金。

专项资金支持污染防治
和减排

据悉，为推动高栏港区环
境污染防治和主要污染物减排
工作，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重
点解决该区当前突出的环境问
题，高栏港区日前启动了2018
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工
作。

高栏港区环境保护专项
资金采用补助或奖励的方式，
支持高栏港区主要污染物减
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南粤
水更清行动、清洁生产及环境

监管能力建设项目等环境保
护的相关工作，有效缓解了环
境压力，推动全区经济快速、
健康、可持续发展。

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和
标准:一是支持企业污染防治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
开发、推广应用。对经市级以
上相关部门确认为污染防治技
术研发、创新应用推广、环保示
范的项目，按项目总投资额的
10%予以补助，最高限额不超
过100万元。二是支持企业环
境保护工程项目建设。对企
业主要污染减排、大气污染防
治等环境保护工程项目予以
补助，具体补助标准根据当年
项目数量和专项资金情况统筹
安排。三是支持区环境保护监
管能力建设及专项工作。对污
染减排三大体系能力建设、环
境监测中心、应急管理、预警预
报等能力建设项目予以补助，
具体补助标准根据当年项目
数量和专项资金情况统筹安

排。四是奖励环境保护相关
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
或个人，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10万元。企业开展自愿性清
洁生产审核并获得省清洁生
产企业称号，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三家企业减排项目通过
评审和公示

11 月 26日，该区召开专
家评审会，根据专家评审意见，
高栏港区规划建设环保局制订
了2018年高栏港区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分配方案，并予以公
示，其中长兴化学工业（广东）
有限公司SCR烟气脱硝工程
补助55万元，晓星氨纶（广东）
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改造项
目补助25万元，广东省粤电集
团有限公司珠海发电厂废水回
用项目补助20万元，共计100
万元。

长兴化学工业（广东）有

限公司投资470.9万元，开展
SCR 烟气脱硝项目建设，对
废液焚化炉和废气焚化炉增
设了SCR烟气脱硝处理装置
(共 2 套)，有效减少氮氧化物
排放，项目于 2018 年 5 月建
成，2018 年 9 月通过环保自
主验收。晓星氨纶（广东）有
限公司投资 230万元开展污
水处理系统改造建设，采用先
进工艺改良原有污水处理设
施，提升了污水处理系统的稳
定性，并进一步减少水污染
物排放，项目于 2018 年 5 月
建成投运。广东省粤电集团
有限公司珠海发电厂投资
179 万元开展废水回用项目
建设，改造后回收利用工业废
水及设备排水，进一步减少水
污染物排放，项目于2016年
7月全部建成投运。评审专
家组认为，以上三家企业的减
排项目，符合《高栏港区环境
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规
定的适用范围。

高栏港区公布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分配方案

三家企业将分享1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省农业污染源普查质控检查组
第三组日前到我市开展为期两
天的农业污染源普查质量核查
与工作督导。检查组肯定我市
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并指出了
相关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
设性整改意见。

全国农业污染源普查是一
次重大的国情调查，也是落实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

记者了解到，本次农业污染源
普查内容重点包括种植业源、
畜禽养殖业污染源、水产养殖
业污染源、地膜、秸秆等五个方
面，同时提供与污染核算相关
的农业机械和渔船数据，配合
环保部门开展种植业及畜禽养
殖业废气污染物排放核算和典
型流域农业源入水体负荷研究
等工作。

检查组一行先后到斗门
区、富山工业园及高栏港区、

金湾区开展农业污染源普
查工作落实情况检查，听取
相关情况汇报，与普查指导
员座谈。其间，检查组还深
入斗门区白蕉镇叶光祥肉
鸡养殖场、周悦有种植户、
高栏港平沙镇陆年雄生猪
养殖户、市农发中心葡萄种
植园等实地考察，现场核对
数据，详细核对普查员到访
情况、数据准确性等，以确
保清查数据真实全面、准确

有效。检查组还查看了工
作台账，抽取 20%入户调查
表。

检查组肯定了我市农业
污染源普查工作，认为整体
普查工作质量良好。下一
步，市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
小组将加强指导，全面开展
自查，对共性问题开展针对
性核查，补充完善清查数据，
确保全市农业污染源普查工
作圆满完成。

省督导检查组到珠海开展农业污染源普查质量督查

肯定我市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近
日，不少市民发现，位于情侣中路
的海天驿站社区公园多了一种粉
萌的草，为不少市民游客提供了
粉萌可爱的自拍背景。记者4日
采访获悉，这种草是紫叶狼尾草，
是我市新近引进种植的一种园林
护坡观赏植物。

在海天驿站社区公园，长达
十多米的狼尾草花坛形成优美的
边界屏障，色调突出。狼尾草的
花序如瓶刷状,在微风吹拂下,柔
美的花序随风起伏,粉紫、粉红的
花穗在阳光照耀下营造出梦幻的
氛围。几位女士在狼尾草前陶醉
地自拍。她们说，不知道这是什
么植物，有点像狗尾巴草，但又比
狗尾巴草漂亮优美，而且颜色还
会变化，前段时间是紫色，现在变
成粉色了。

社区公园一位管理人员告诉
记者，这是今年新种植的牧地紫
叶狼尾草，是新引进种植的一种
护坡观赏植物。紫叶狼尾草和狗
尾巴草完全不一样。一是形状不
一样：狗尾巴草花穗是线状披针
形，比较短，狼尾草是线形，长达
三十厘米；狗尾巴草的叶子短粗
毛毛也短，狼尾草的叶子细长毛
毛也长。二是颜色不一样：狗尾
巴草花穗绿色、黄褐色为多，狼尾
草多为紫色、粉色。由于狼尾草
花茎高出叶片顶端，外展下垂，呈
喷泉状，又称喷泉草。

记者在网上查阅，狼尾草还
可作饲料，是一种高档的饲料牧

草，为牛、羊、兔、鹅、鱼等动物所
喜食；也是编织或造纸的原料；还
可入药，全草、根：甘、平，主要作
用在于帮助清肺止咳，凉血明目，
尤其是对于肺热咳嗽、咯血、目赤
肿痛、痈肿疮毒等病痛具有较好
的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护坡固
堤防沙植物。

狼尾草具有较高的观赏价
值,既可单株种植起点缀作用,又
可成片种植形成狼尾草花坛,还
可成排种植形成优美的边界，它
的叶片色彩还可随季节变化,可
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四季景观。
由于全株呈紫红色，还是不可多
得的花境调色剂，作为园林景观
中的点缀植物。狼尾草丰富的株
型、叶色、花序和质朴自然的气
质,为园林增加了独特的美感和
田园趣味,让城市社区公园拥有
了一片野趣。

海天驿站社区公园添护坡固堤防沙植物

粉萌粉萌的狼尾草来了！

狼尾草的花序如瓶刷状,在初冬微风吹拂下,柔美的花序随风起
伏,粉紫、粉红的花穗在阳光照耀下营造了梦幻的氛围。

本报记者 古春婷 摄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记
者近日从市质监局获悉，为增强
企业节能意识，提高企业用能管
理水平，市质监局于2016年至
2018年组织对我市重点用能单
位开展能源计量审查，结果显示，
60家被审查的重点用能单位得
分均在合格档次以上。

据介绍，市质监局严格按照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
规范》和《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
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要求，采
取资料审核、抽样调查、现场检
查和询问谈话相结合的方式，重
点检查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组织
管理，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使
用，能源计量数据管理以及能源
计量人员配备和培训等情况。

经审查，各被审查单位均按
要求设立了能源管理部门，
设有专、兼职人员从事能源
计量工作，相关负责人均持
证上岗；建立了能源统计报
表制度，设立了能源管理中
心，能够实现实时在线采集
能源管理数据。

通过开展能源 计 量 审

查，重点用能单位增强了对
能源计量工作的重视，促进
了重点用能单位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完善能源计量人员、
计量器具配备，进一步健全
能源计量管理体系、提升能
源计量管理水平，为巩固全
市节能减排工作成效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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