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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统一战线首届“同心杯”运动会顺利闭幕

画出最大同心圆 凝聚发展正能量
横琴自贸区挂牌3年来积极推动对澳合作 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共建珠江西岸现代产业聚集区

一、采购项目基本信息及需求
1.采购单位：珠海特区报社
2.采购项目预算：160万元
3.拟采购的内容：与新华社签订年

度供稿协议
4.拟采购的供应商名称：中国新闻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公司
二、申请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理

由：
1.珠海特区报社与新华社供稿服

务协议（2017—2018年度）已到期。
2.新华社是唯一官方供稿方，且

其供稿内容为珠海特区报社正常出版
所需。

3.为丰富报业集团报道内容，继续

深化与新华社合作，需签订2019年度
供稿协议。

综合以上原因，申请以上项目以
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本公告有效期从2018年12月19
日至2018年12月25日。有关单位和
个人如对本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
式有异议，请在公告有效期内以书面
形式向珠海特区报社自行采购工作领
导小组反映。

电话：2639391
传真：2639638
联系人：张振伟

珠海特区报社
2018年12月18日

珠海特区报社与新华社签订供稿协议
项目单一来源采购公示

由于洪鹤大桥、鹤港高速、香海大桥及香海支线、金海大桥等四
条高速公路正在建设，本着集中管养、节约用地、综合管理的原则，
现珠海鹤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拟申请位于珠海大道南侧、江珠高速
东侧用地进行规划条件论证。根据《珠海市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管理
办法》要求，为增加城乡规划的透明度，充分征求公众及利害关系人
意见，现对用地规划条件论证方案进行批前公告，内容详见珠海市
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信息网的业务公示栏和该项目用地现场，公示
时间为10日（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1月2日）。

公示期内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可通过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向
我局反映，也可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反馈意见中须注明联系
人姓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书面意见送（或邮寄）至珠海市行政
服务中心三楼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服务窗口，电子邮件方
式 发 送 至 zhzgjyongdi@163.com。 咨 询 电 话 ：2118505，
2538311。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8年12月21日

《珠海鹤洲北高速公路管理养护中心
用地规划条件论证》的批前公告

强制执行催告书
珠税稽强催〔2018〕7号

珠海京洋投资有限公司（L75564612500000）：
你单位尚未履行我局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珠税稽处〔2018〕11

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珠税稽罚〔2018〕7号）。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现请你单位
自 收 到 本 催 告 书 15 日 内 到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缴 纳 应 纳 税 款
14354247.62元和滞纳税款之日起至解缴税款之日止的滞纳金、罚
款7177123.81元和逾期不缴罚款按日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
款。如有异议，你单位有权向我局进行陈述、申辩。

逾期不缴纳的，我局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
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的规定依法强制执行。

在催告期间，对有证据证明有转移或者隐匿财物迹象的，我局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立即强制
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12月24日

（上接 01 版）“招工难、成本
高、负担重，不少民营中小企业的

‘获得感’不强。”珠海健帆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凡一针
见血地指出，目前民营企业的制
度性交易成本仍然偏高，有些政
策缺乏相应的操作性、指引性配
套措施，出现“最后一公里落实
难”问题。

站上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新
起点，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珠海能否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反映
的突出问题，鼓励民营经济创新
升级发展？

今年4月，我市举行民营经
济发展座谈会，倾听企业心声，共
谋发展大计。“企业需要的时候，
政府要近在身边，提供贴身式、保
姆式服务；企业不需要的时候，政
府要远在天边，最大限度减少干
预。”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郭永航强调，要坚定不移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毫不动摇做强做
优做大民营企业，为民营企业良
性发展保驾护航，让民营企业在

珠海新一轮大发展中挑重担、担
重任。

“从国家到省市，持续关心、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氛围，令人
振奋，更深受鼓舞。”珠海云洲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告
诉记者。

理念上能否“破冰”，决定着
行动上能否“突围”。今年 11
月，广东发布“民营经济十条”，
着力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
环境。11月21日，市政府召开
党组会议，聚焦当前珠海民营企
业发展面临的痛点堵点难点，明
确提出将从减轻税费负担、纾解
融资难题、优化营商环境、落实

“全城通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和应用等方面发力，进一步减轻
民营企业负担，激发创新活力，
以精准服务助推企业高质量发
展。

根据部署，珠海力争今年为
全市民营企业减负60亿元，力争
今年为民营企业解决融资10亿
元、2019年再解决融资12亿元，

并尽快启动知识产权保护条例
立法。

降低企业成本，最终目的
是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据了
解，珠海将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
开办企业便利化，简化工商登
记、刻章、申领发票等办理手
续，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5
个工作日内。

值得一提的是，珠海提出，
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对民
营和国有经济一视同仁，对大
中小企业平等对待。“全面实施
民营经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
务等，各类市场主体均可依法
平等进入，不得以规范性文件、
会议纪要等任何形式对民间资
本设置附加条件、歧视性条款
和准入门槛。”市科工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加快
建设，坚持高端起步、未来导
向，建设珠海现代化产业体

系，迫切需要发挥民营企业
“创新主力军”作用。“如何破
除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的枷
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对于企业发展来说至关
重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
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说，
科技创新转化成为生产力是
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企业、政
府、平台、资本等环节的深度
联动。

市科工信局负责人表示，
我市将加快出台支持民营中小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的政策措
施，加快修订市级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民营科技企
业、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等认
定管理办法，适应我市民营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同时，
积极搭建中小企业产学研对接
平台，促进我市民营中小企业
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产学
研用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和技术转让步伐，提升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

创新“主力军”加速突围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
12月 22日下午，珠海统一战线
首届“同心杯”运动会闭幕式在市
体育运动学校举行，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郭才武出席闭幕式，并
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

闭幕式上，裁判长宣读了男
子个人象棋、乒乓球混合团体、
羽毛球混合团体等比赛成绩，其
中金湾区统战、珠海海外联谊会
2支代表队，民盟、高新区统战、
民族宗教、民进4支代表队，九
三学社、民革、民建、高栏港区统
战、香洲区统战、市侨联6支代表
队分别获得团体总分一、二、三
等奖。

本届运动会自12月16日开
幕，是珠海统一战线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由中
共珠海市委统战部主办，市、区
（经济功能区）统战系统、市各民
主党派等24支队伍参加，吸引了
全市800多名统战干部和成员参
赛。经过7天的激烈角逐，顺利
地完成全部比赛赛程，达到了促
进交流、增进友谊、凝聚力量的办
赛目的。

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市各民主党派和各统
战团体，各行政区（经济功能区）
负责同志，珠海统一战线各领域
代表约300人参加了闭幕式。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
12月23日，主题为“传承红色基
因，争做时代新人”的“华发杯”演
讲比赛圆满落幕。大赛经过多场
比拼，先后决出小学组、初中组及
高中组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组织
奖。副市长阎武出席活动。

本次比赛由市关工委、市华
发公益基金会和市关心下一代协
会联合举办。活动紧扣“传承红
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突
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引
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光辉历史，传
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争做
时代新人。

比赛在各区选拔的基础上，
由市关工委组织专家对优秀作
品进行评比，最终产生一、二、三
等奖共34名，香洲区关工委、高
栏港区关工委、金湾区关工委、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以及

珠海市高级技工学校等5个单位
获优秀组织奖。通过这次比赛，
有力推动我市主题教育活动更
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引导青少年
点亮“信仰之灯”，熔铸“信念之
魂”。

据了解，“传承红色基因，争
做时代新人”是今年中国关工委
确定的主题教育活动。

市关工委主任罗春柏表示，
关心下一代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
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是今后一
段时期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一
项重要任务。各级关工委和“五
老”同志将以本次演讲赛为契机，
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发掘红色资
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当好红
色基因的传承者、实践者，以实际
行动书写人生华章。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

“华发杯”演讲比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 记者高松 熊伟健
报道：23日下午，由中国外文局、
新星出版社主办的《珠海传：中
西文化走廊》（以下简称《珠海
传》）新书发布会在新华书店书
笙馆举办。中国外文局副局长
陆彩荣，新星出版社、珠海市委
宣传部、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以及作者、学者代表出
席了发布会。

陆彩荣表示，《珠海传》是“丝
路百城传”城市传记丛书中重要
的一本。这套丛书是外文局重点
图书出版项目，得到国内外各方
的广泛支持，将以中、英、俄三种
文字在全球发行。珠海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之一，也
是“丝路百城传”项目第一批入选
的20个城市之一。

《珠海传》由陈钰、千红亮联
手著作，他们久居珠海，对珠海怀

有深厚的感情。陈钰说，每天穿
行在这座城市，看见、听见它浩如
烟海的史海陈迹，感受它日新月
异的进步，心底便会涌动出一股
强烈的表达冲动。从写作计划制
定到全书告竣，历时一年半。他
们在浩繁的史料中抽丝剥茧，寻
访散落在城市角落里的每一处遗
迹，搜寻城市的记忆，努力用自己
的笔触，开启了一场纸上珠海的
古今之旅。

新星出版社社长马汝军表
示，一本城市传记的形成如同一
座城市的发展一样，一字一句的
书写如同一砖一瓦的搭建，很不
容易。《珠海传》是“丝路百城传”
出版的第二本，也是该系列城市
传记丛书的开路先锋。出版社希
望把《珠海传》打造成珠海的一张
亮丽名片，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
珠海、热爱珠海。

《珠海传：中西文化走廊》举行新书发布会

把珠海的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本报记者 莫海晖

记者22日从横琴新区管委
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在横琴登记
注册的澳资企业已达1388家，投
资总额130.56亿美元，涉及商务
服务、休闲旅游、文化创意、医药
卫生保健、特色金融、科教研发、
仓储物流等产业领域。已落地横
琴的澳门投资用地项目33个。

自广东自贸区横琴片区挂牌
以来，坚持“面向世界、优先港澳”
原则，积极配合澳门建设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
贸合作服务平台，对澳合作取得
丰硕成果。特别是横琴与澳门在
产业合作领域模式不断创新，为
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拓展了新载
体。未来，横琴将推动建立“澳门
资本+全球技术+创新人才+横
琴载体”产业合作新模式，支持服
务澳门发展中医中药、旅游会展、
特色金融、文化创意、高新科技五
大产业，协同澳门共同促进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横琴粤澳合作产业园是促进
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要载体。
自2011年3月6日《粤澳合作框
架协议》签署以来，横琴与澳门共
同推动横琴粤澳合作产业园项目
落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分别
于2014年和2016年为粤澳合作
产业园推荐83个项目。落地项
目涵盖商务服务、休闲旅游、文化
创意、电子商务及仓储物流等产
业领域。

目前，包括粤澳合作中医药
科技产业园在内，粤澳合作产业
园已与27个项目签订合作协议，
22个项目已供地，20个项目开工
建设，已供地项目投资总额达
753.3亿元人民币。臻林山庄、大
昌行物流中心、钜星汇商业广场、
金源广场、拱廊广场等一批项目
已封顶竣工。

在横琴环岛北路，造型独特
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科
研总部大楼格外显眼。粤澳合作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是《粤澳合作
框架协议》第一个落地项目，于

2011年4月正式落地横琴，由澳
门和横琴共同组建公司进行开发
建设与运营管理。

中医药产业是澳门推动多元
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之一，也是
澳门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内容。据粤澳合作中医药科
技产业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前期
发展中心已投入使用，GMP中试
大楼、研发检测大楼、科研总部办
公大楼等配套设施已建成投入运
营，孵化区即将建成交付使用。
目前，园区注册企业108家，其中
澳门企业26家。

上月底，由澳门企业殷理基
集团投资的臻林山庄医疗旅游项
目一期封顶竣工。该项目是《粤
澳合作框架协议》首批落地项目
之一。“我们希望横琴项目可在
2020年底前投入服务，我们相信
横琴发展的潜力非常巨大。”殷理
基集团副总裁吴慧红表示，希望
国家、广东、珠海及横琴对大健康
产业及澳门企业在横琴发展给予
更多的优先政策，支持产业和企

业发展壮大。
2016年 10月，由横琴新

区管委会牵头，珠海横琴爱姆
斯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澳门
大学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创
建澳门大学-爱姆斯坦生物医
学产业基地，整合双方优质资
源，在干细胞技术研发和临床
应用、产业孵化平台构建、干细
胞标准引入和制定方面，展开
深入合作。该项目获得了横琴
新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如
今，项目已正式入驻运营，获得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珠海
赛区、广东省赛区优胜奖，以及
入选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名录，发展势头强劲。

横琴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下一步，横琴将始终
坚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的初心，按照“粤港澳深度合
作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在产业
选择上出实招，在产业布局上
深谋划。配合澳门建设“广
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走

廊，推动与港澳创新资源共享，
携手澳门、香港高校重点实验
室等科研平台，在前沿技术研
发方面重点布局，下功夫重点
吸引海外归国高层次科技人才
在横琴集聚。进一步发挥粤澳
合作产业园的载体功能，提高
产业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建立

“澳门资本+全球技术+创新人
才+横琴载体”产业合作新模
式，支持服务澳门发展中医中
药、旅游会展、特色金融、文化
创意、高新科技五大产业。为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土
地、提供空间、提供载体，在
2019年底之前实现粤澳合作
产业园落地项目超过30个。
探索与澳门携手建设和运营大
数据交换中心、离岸数据中心，
设立“下一代互联网基金”，打
造IPv6应用示范项目和下一
代互联网产业集群。培育珠澳
金融科技、前沿产业合作与新
金融服务业，构建珠江西岸现
代产业聚集区。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科研总部大楼。 本报记者 莫海晖 摄

《珠 海
传》作者陈
钰 现 场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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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交流。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