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隧道工程立项阶段开始民意征集

隧道建成后珠海大桥将成辅道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记者
8日从市公路局获悉，该局正在开
展珠海隧道工程立项阶段公众参与
民意征集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价等相

关工作，工程线路走向、功能定位、隧
道开挖方法等项目情况已在该局官网
披露。珠海隧道建成后将作为珠海大
道主线全天候通行，珠海大桥届时将

成为辅道。
目前，联系珠海市主城区与

西部组团的珠海大道交通压力日
趋严峻，而作为“咽喉要道”的珠

海大桥于1993年建成通车。因早
期设计荷载标准偏低，加之与日
俱增的交通量，导致大桥承载能
力不足，2012年检测结果为三类

桥，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同时，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珠海大桥交通量急剧增
加，现有的双向六车道桥已经不能满足
交通量的需求。

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对珠海大
道(珠海大桥东至泥湾门大桥西段)进行
扩建。扩建项目分期立项推进，工程范
围分为两段，分别是珠海隧道工程和珠
海大道(珠海大桥西至泥湾门大桥西段)
扩建工程。

市公路局官网8日发布的《珠海隧道
工程立项阶段公众参与民意征集》显示，珠
海隧道工程主线西起现状珠海大道主线，
向南转向下穿珠海大道新建辅道后转入珠
海大桥南侧，以盾构段进入磨刀门水道江
中段，继续向东下穿堤岸，以矿山法形式下
穿挂锭角山体后，向北转向接入珠海大道
主线，全长约5公里，其中地面道路段长约
0.52公里，隧道段长约4.48公里（盾构段
长约2.93公里）。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
双向六车道规模，设计车速 80公里/小
时。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隧道工程、道路工
程、管线工程、照明工程、景观绿化工程、交
通工程、安监工程、海绵城市、附属工程、慢
行坡道工程等。

同日发布的《关于珠海隧道工程社会
稳定风险评价群众参与公示》显示，珠海隧
道工程施工总工期暂定为4年，建设单位
为珠海市公路局，代建单位为珠海市轨道
交通有限公司。项目建成后，新通道（珠海
隧道）为主线，珠海大桥为辅道，主线通行
限高为4.3米，极端天气及珠海大桥养护
维修需封闭情况下，新通道大、小型车均可
通行。

珠海金海湾海尚游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440401192548977）：

由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珠
税稽处〔2019〕1822010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珠
税稽罚〔2019〕1822010号）送达你公司，现依法公告送
达。其中《税务处理决定书》（珠税稽处〔2019〕1822010
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珠税稽罚〔2019〕1822010
号）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一、《税务处理决定书》（珠税稽处〔2019〕1822010
号）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
十五条、第六十三条，《国务院关于教育费附加征收问题
的紧急通知》（国发明电[1994]2号）第二、三条的有关规
定，决定追缴你公司营业税-租赁业121,160.00元，城
市维护建设税8,481.20元，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67,
233.40元，房产税-租赁业316,944.00元，教育费附加
3,634.80元，房屋出租合同印花税3,823.56元。合计
521,276.96元。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
十二条规定，从滞纳税款之日起，对你公司按日加收滞
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三）告知事项：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将上述税费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
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加
收滞纳金和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如有异议，必须先
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
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
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珠税稽罚〔2019〕
1822010号）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务行政处罚
裁量权行使规则〉的公告》，《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广东省
地方税务局 关于修订〈广东省税务系统规范税务行政
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的公告》的规定，对你公司没有按
规定申报纳税的行为和签订租赁合同未按规定申报缴
纳印花税的行为，决定处少缴应纳税款470,393.20元和
印花税税款 3,823.56 元百分之六十的罚款，即罚款
284,530.06元。

（二）告知事项：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征收部门缴纳入
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
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
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
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
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稽查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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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出炉

获奖照有你吗

面对国旗，我们心潮澎湃，
面对国旗，我们肃然起敬！10
月1日，文明珠海发起了“我与
国旗同框”活动，向全社会征集
与国旗的合影，得到众多网友
的积极响应。激动人心的时刻
到了！根据网友投稿质量，我
们评出了获奖者，快来看看吧。

文明珠海微信公众号

杨桦 整理

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17 个节气，寒露时气温比白露
更低，地面的露水更冷，快要凝
结成霜了。寒露时节是深秋的
开始，天气越来越冷，因此养生
重在防寒、润燥。

知珠侠微信公众号

昨日寒露

珠海秋天到没

独自狂欢

一个人吃火锅

小侠，平常习惯了一个人
吃饭，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坐公
交，甚至一个人看电影……但
是，作为一个火锅狂热爱好者，
却几乎没有一个人吃过火锅。
为什么不能一个人吃火锅？点
的少，吃得不尽兴。点的多，一
个人吃不完。直到，在位于老
香洲的狮山路上，他发现了这
家店…… 知珠侠微信公众号

有点吓人

手机在玩你呢

听说，有的人一天是这样
过的：睁开眼第一件事，摸摸手
机在哪；公交上，玩玩微信微博
消消乐；吃个饭，边看手机视频
边傻笑……讲真，你确定是你在
玩手机，而不是手机在玩你吗？
其实，长时间低头看手机，身体
各部位正悄悄发生着伤害。

珠海特区报微信公众号

珠海隧道（东岸）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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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隧道工程主线
全长约5公里，其中地面
道路段长约0.52公里，
隧道段长约4.48公里。
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
双向六车道，设计车速
80公里/小时。工程施工
总工期暂定4年。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我的天啊，这
样太优秀了吧！”“满满的科技感，中国真
牛！”……随着刚刚通航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晋升国庆“网红景点”，由珠海高科技企业打造
的丽亭智能RAY机器人停车场也大出风头，
火遍抖音等社交媒体，登上微博热搜，成为大
兴机场“黑科技”网红担当，“珠海智造”赢得大
众点赞。

国庆节期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打卡”。这个智能化程度
高的国际机场全方位展示了我国的科技实力，
机场的“黑科技”更成为人们拍照打卡的“热点
景区”，其中，P2停车楼的机器人停车区吸引了
众多网友慕名前来参观。

当在现场看到停车机器人像个帅气十足
的“钢铁侠”，伸展出强健有力的“麒麟臂”，将
私家车用一个爱意满满的“公主抱”“抱”起停
好，游客们发出一片叫好声，纷纷拍摄视频，并
将照片发上抖音、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还附
上各种好评：“小车车被‘抱’起来的一瞬间，轻
轻一弹，好可爱啊。”“太方便了，而且充分利用
空间，棒极啦。”

这一由珠海丽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运
营的机器人停车场，在停车区共有4座交接站。
车主将车驶入交接站中央后，车前的大屏幕便会
提示车主将手刹拉住、保证车内无人或贵重品并
锁好车门。一切办妥后，车主走出交接站，通过
交接站外的触摸屏再进行操作，确认车牌号是否
正确，并再次确认一些安全问题，随后一道透明
的卷帘门降下。车主在屏幕上确认完手机号打
印出的二维码，便可以离开了。

完成一系列操作后，机器人会自行来到交
接站，根据交接站的扫描数据，自动调节尺寸，
如叉车一般把汽车四轮抬起，并运送至合适的
车位停放，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停车完成
后，车主手机会收到取车码短信，取车时凭取
车码或二维码在大屏幕进行操作，即可取车。
此外，还可以在存车时预约取车时间，到了取
车时间，机器人就会提前将车辆移至交接站，
节省等待时间。

据珠海丽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CEO姜钧
介绍，丽亭机器人停车场在网上迅速走红，并
受到境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我们的机器人
停车场竟然还登上了微博热搜，热搜近一亿

次，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
记者翻阅微博发现，“大兴机场停车

机器人”曾一度超越诸多明星话题，网友
纷纷热议点赞珠海高科技实力，连连赞
叹：“爱了爱了爱了，对我这种不会停车
的人简直是生命之光，希望能在全国普
及！”

姜钧表示，为确保客户有更好的体
验，目前，丽亭停车机器人运营团队 24
小时不间断值守，为客户随时提供现场
服务。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 通讯员杨小江报道：虽然国
庆假期进出珠海的车流量高达274万车次，但全市交
通要道除个别路段交通繁忙外，其他道路未发生拥
堵。整个假期，珠海交警连轴转，不仅上路保畅通、帮
群众排忧解难，还设卡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确保
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珠海交警全警上路，全面强
化路面疏导管控，加强智慧疏导和宣传引导，及时调
整信号灯配时，快速处理轻微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
确保了全市道路交通顺畅。全市交通要道除珠海大
道、迎宾南路、昌盛路、情侣路日月贝路段交通繁忙
外，其余道路未发生拥堵。

同时，为确保广大群众行车安全，交警严查酒驾、
超速、超载、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期间，不少

“醉猫”司机落网。
国庆长假前夜，斗门交警在辖区各主干道执勤、

巡逻。晚上10时左右，中兴路交港霞路路口红灯亮
起，突然，一辆摩托车冲出路口，对红灯置之不理。当
司机发现旁边有交警时，竟嚣张地回头挑衅，然后扬
长而去。绿灯亮起时，交警立即驾车搜寻摩托车，摩
托车司机发现交警追来竟弃车逃跑。原来，该司机是
酒后驾车，经医院检验，司机陈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32.5mg/100ml，属于醉驾。目前，陈某已被刑拘，
在看守所度过了国庆假期。

10月3日晚，司机林某和朋友在酒吧玩，一人喝
了10瓶啤酒。次日凌晨3时，找不到代驾的林某决
定自己开车，直到撞上前面货车的那一刻，林某才回
过神来，可为时已晚。林某被交警带到医院，经检验，
血液中酒精含量达123.3mg/100ml，属于醉驾。最
终，林某被刑拘，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能重考。

10月 6日深夜，香洲交警在人民西路设卡，对
过往车辆逐一检查，确保道路安全。次日零时7分，
一辆小车被交警拦下。司机吹气酒精测试超过三
位数，随后被带到医院血检，检验结果为血液中酒
精含量达136.1mg/100ml，属于醉驾。司机称找不

到代驾，又觉得自己还
清醒，就抱着侥幸心理
上路，没想到换来了被
刑拘。

据统计，国庆期间，
我市交警部门共查处交通
违法行为17426宗。其
中，酒驾醉驾41宗、超速
行驶732宗、非法占用应
急车道294宗、无证驾驶
156宗、超载超员140宗。

国庆假期，珠海交警开展酒驾整治行动。
本报记者 吴长赋 通讯员 杨小江 摄

扫码收看珠海电视台
《贝壳网事》相关视频

在大兴机场，珠海停车机器人火了

看！“钢铁侠”给爱车来了个“公主抱”
珠海交警
连轴转保通畅
这个假期查处酒驾醉驾41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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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珠海停车机器人科技感十足。 通讯员 力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