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8日，颐璟名庭样板
房在营销中心正式对外开放。
颐安集团是一家综合性的大型
投资集团，业务立足深圳，覆盖
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等
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
未来将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
区，重点布局高速发展的经济
圈及重点城市。

颐安集团首入珠海，打造
了首个作品——颐璟名庭。颐
璟名庭项目位于珠海·唐家湾
TOD新城·珠海北站旁，北临
中山南朗，南通珠海主城区中
心。项目由4栋小高层住宅组
成的现代简约风格精品楼盘，
室内设计由梁志天亲自执笔；

园林设计方面，由被誉为中国
最具活力的新锐景观设计公司
之一的“山水比德设计集团”倾
心规划，结合“现代城市绿岛森
林”理念，赏多元多维的共享景
观。项目配备约3600平方米
的超高绿化和约200平方米豪
华泳池，老少皆宜的公共设施
配套等应有尽有。除此以外，
小区还设有人车分流设计及全
天候安保监控系统，24小时安
全有所保障，出入无忧。项目
现推出高拓精品N+1户型，户
型建筑面积约75-115平方米
的 3-4 房产品，户型方正实
用。

(杨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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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璟名庭售楼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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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汇亮相横琴 助粤澳文创合作 珠海二手车市场又添一生力军

强利名车广场开门迎客

遗失声明
珠海铭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3248477340，遗失财务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吕登峰遗失广东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粤高职证

字第1700101012892号，建筑电气设计高级工程师，发
证时间2017年3月9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澳美康服装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4000002427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吴逢彬APEC卡一
张,卡号0000695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沈文临遗失斗门区井岸镇水郡二路1号583栋购房

发票的发票联和办证联，发票代码：244041109010，发票
号码：03292531，金额143917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胡庆辉便利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4026002614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炜遗失因公往来港澳通行证，证号K00427370，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怡华天森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40402600134520；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井岸镇睿森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403600352667；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夏湾睿康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405600225789；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天睿爱可喜床上用品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402600262699；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睿之声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40402600160006；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柠溪天森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40402600137039；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魏小柳遗失巨鹰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

合同，合同期限至2019年9月8日止，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个人证件：100元/证
（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遗 失 声 明

9月20日，本地媒体报道了珠海城市新
中心构建蓝图，文中提到，保税区管辖的范围
由海关特殊监管（围网内）、非海关特殊监管
区（亦称二期，主要包括南琴路以北的生活配
套区和南湾大道以南的待开发区域）和珠澳
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三个部分组成；保税区
将承担先进制造、商务服务（区内唯一可居住
片区）、科技创新、物流研发制造等功能作
用。珠海保税区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未来将把这个区域打造成为聚集高端
产业、荟萃高端人才、实现高品质城市生活的
区域”。

产业支撑：
助力超级总部基地强势崛起

一个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产业的发展。珠
海保税区岂会仅止于颜值？在实力上，珠海
保税区早已利用保税3大“特权”，聚集了一批
又一批重点产业，助力珠海打造总部基地。

2018年，珠海保税区GDP完成 60.96
亿元，同比增长 10.4%，增速排名全市第
三。全年兑现约1.3亿元产业扶持资金，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覆盖电子信息技术、航空
配套、生物医药和商贸服务四大“保税+”现
代产业，近200家企业已享受政策红利。

此外，区域内已建成近1万平方米孵化
平台，引入在孵企业60家；重点打造“粤港
澳3D打印产业创新中心”，已入孵企业8
家，涵盖3D打印后处理、机器人研发、AI技
术、无人机、创客教育领域。

那么这个 3 大“特权”到底是什么来
头？能让保税区中各大总部基地产业聚集
并强势崛起？答案如下：

总部经济特权：保税区政府对于认定
总部企业奖励金额最高可达1亿元，并给予
办公用房、高管纳税、用地、人才等多维度
全周期资金补贴。

产业保税特权：保税区享受“境内关
外”政策，对于企业进口自用的设备、配件、
生产燃料等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商贸保税特权：保税区享有“免征、免
税、保税”政策，境外商品存入保税区，无需
缴纳进口关税即可自由出口。

通过依托总部、产业、商贸经济的3大
“特权”政策，保税区内企业享有国家给予
的经济特权相关政策，更加有利于推动区
域内经贸产业建设，有利于珠海打造总部
基地。

人才引进：
虹吸数十万科技人才

从《规划》上可见，保税区地理位置优
越，区位价值潜力巨大。《规划》严格要求一
体化片区内构建“一带三轴双核多组团”的
城市空间结构，实现“一河多岸多片区”格
局。根据规划，远景可容纳居住人口规模
约48万-56万人，就业人口规模将达到40
万-55万人。

凭借港珠澳大桥、珠三角环线高速及
跨海通道，保税区不仅可承接港澳两地百万
旅客、商客资源，且在先进制造、商务服务、
科技创新、物流研发制造四大产业与三大

“特权”相互作用之下，目前已吸引了超
1500家国内外企业进驻，虹吸超30万科技
人才。随着粤港澳合作深度开展，人才引进
力度将持续增强，产业聚集带动人口聚集，

人口聚集促进区域发展，保税区的产城融合
建设将不断取得新成果。

虹吸高端人流是推动城市进步必不可
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保税区打造高品质城市
生活区的图景，已徐徐展开。

在珠海保税区中的非海关监管区域的
商务服务区（片区内唯一含居住用地规划区
域），世界500强碧桂园慧眼独具，进驻珠海

新中心高品质城市核心生活区，打造地标商
务海景资产——碧桂园·臻湾国际。

项目距离港珠澳大桥延长线首个落脚
点仅约3.1公里，一桥联通港珠澳三地，同时
实现从碧桂园臻湾国际一桥通达港珠澳三
城。此外，项目距离横琴隧道约1公里，可
快速通往横琴大桥及横琴二桥，联通横琴金
融岛。项目身处一体化区域中心位置，区域

交通四通八达，港珠澳大桥、横琴大桥、珠机
城轨……去往珠海金湾机场、澳门国际机
场，也十分便利，工作生活于此，随时联通世
界。

碧桂园·臻湾国际位于珠海保税区非海
关监管区域的商务服务区（片区内唯一含居
住用地规划区域）核心腹地。户型建筑面积
约40-67平方米，总价不到100万元。

碧桂园碧桂园··臻湾国际项目落户珠海城市新中心臻湾国际项目落户珠海城市新中心

碧桂园碧桂园··臻湾国际效果图臻湾国际效果图

9月28日，强利名车广场开业。
强利名车广场坐落珠海市中心主干道
梅华西路，东侧为车管所，紧邻105
国道、沿海高速、京珠高速，是“城市主
干道+轻轨+高速”三维立体交通体系
的枢纽站点。商圈成熟，周边分布汽
车销售、车管业务机构，汽车销售同行
业聚集度高，是二手车商家核心集散
地，车管所、登记服务站配套完善。经
过十多年来的经验积累，现已成为珠
海市具有一定规模、知名度较高、交易
量较大的二手车企业。

据介绍，强利名车广场投资
5000多万元，是在原众大利车业广
场进行升级改造的一个档次高、创新

型的新型二手车市场，展厅面积达
8800平方米，室外面积达15000平
方米。以数据化、信息化为支撑点，
注入新型、多元化渗透的市场管理元
素，秉承“诚意卖·放心购”，放眼全国
二手车流通格局，全面打造国内领先
的智慧型二手车市场。

强利名车广场进驻的汽车商户
达500多家，就业人数超2500人，年
交易各类汽车预计达10万辆。服务
项目包括汽车出牌、出证、金融、策
划、保险、保障等。据悉，二手车业务
覆盖广东，辐射广西、湖南、江西、福
建、湖北、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多
个省市。 （红旗）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随着充
电设施在高速公路上不断建设完善，
电动汽车也有了“远方”。记者9日从
国网电动汽车公司获悉，刚刚过去的
国庆长假，电动汽车成为高速公路上
一大主力，由此带来高速公路充电桩
日均充电量大幅攀升至40.8万千瓦
时，是平时的3.6倍，较去年同期翻番。

京港澳、沈海、大广、长深和京哈
成为国庆假期充电量排名前五的高速
公路。从分布地区看，充电量排名前
四位的省份为河北、江苏、浙江和湖北。

“充电难、远行难”，过去一直是
许多电动汽车车主的“痛”。为缓解
这一矛盾，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高
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

截至目前，已建成京沪高速、京港澳
高速等“十纵”，青银高速、沪蓉高速
等“十横”以及首都环线、杭州湾环
线“两环”的高速快充网络。

仅国家电网经营范围就有快充
站2080座、充电桩8423个，覆盖高
速公路近5万公里，连接19个省的
171个城市。这些充电站平均间距小
于50公里，最快半小时就能充满电。

充电便利直接提升了车主的远
行信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主要高速公路充电量呈快速增长趋
势，特别是节假日增长更为显著。今
年春节期间日均充电量约25万千瓦
时，五一假期日均充电量接近30万
千瓦时。

我国高速公路充电网基本形成

电动汽车也有了“远方”

10月9日,东西汇文艺会客厅
展示中心暨示范区开放活动在横琴
举行。该项目将澳门特色的文化创
意，多维度融入到产品服务中，致力
于让游人、客户享受一站式的商务、
文娱、休闲等服务，打造独特文化品

牌，为探索粤澳合作创新模式，促进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作出贡献。

东西汇董事长马志达在致辞中表
示，作为首批澳门特区政府推荐进驻
横琴自贸区粤澳合作产业园内的33
个重点合作项目之一，东西汇文艺广

场项目充分利用澳门资源和横琴平
台，致力于建设涵盖文创会展、休闲
旅游、青创基地、艺术酒店等为一体
的大型城市综合平台，打造横琴国
际休闲旅游岛亮丽名片，助力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

同时，这一平台产品将向澳门
居民定向提供优惠服务，为澳门青
年创新创业提供租金优惠、人才支
持和特色金融服务等一系列便利化
支持措施。

（杨虎）

10月 1日，奥园天成风
景营销中心开放，样板间
同步开放。

奥园天成风景销售中
心开放给嘉宾带来了更直
观的体验，全面介绍了天成
风景的项目规划和产品特
色，让大家对项目有了深入
了解。

奥园天成风景项目占
地约 2.8 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约 6.5 万平方米，由 7 栋
高层住宅及 1 栋 2 层商业
组成，定位为面积约 81-
117 平方米的生态舒适住
宅。 (张俊彦）

斗门
奥园
天成风景

9月28日，金湾航空新城38
万平方米一线海景大盘龙光·玖誉
湾营销中心开放。

据龙光地产珠海区域公司总
裁陈德才介绍，珠海是龙光深耕十
二年、土储破千亿的重仓区域。目
前，龙光地产战略布局遍布珠海各
核心区域，从横琴、拱北到金湾、斗
门、保税区等地，基本搭建起成熟
完善的业务布局。

龙光·玖誉湾，位处航空新城
核心地段，洪鹤大桥（建设中）桥头
堡物业，东临海岸线，南邻金湾中
心河湿地公园，稀贵的湾海资源，
俯揽航空新城，坐享海、河、湿地、
城四重景观。项目毗邻金山公园、
金湾高尔夫球场；自配6.5万平方
米公共配套区，极力打造金湾一级
邻里中心。街心公园、幼儿园、农
贸市场等配套一应俱全；住宅区内
还配有室外泳池、儿童娱乐中心、
老人活动区，静享舒适。

（杨虎 文/图）

金湾 龙光·玖誉湾

龙光·玖誉湾营销中心开放。

10月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质
量发展局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新能源汽车事故报告的补充通知。

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冒烟、起火事
件，10月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
站发布《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关
于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事故报告的
补充通知》。

《补充通知》要求生产者获知其生
产、销售或进口的新能源汽车在中国
市场发生冒烟、起火事故的，应在事故
发生后12小时内向市场监管总局质
量发展局报告事故基本信息，如造成

人员伤亡或重大社会影响的，报告
时间缩短为6小时。

据了解，该事故信息包括基本
信息、车辆信息、动力电池信息、用
户信息和经销商信息等。

此外，《补充通知》还指出生产
者应在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向市
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报《新能源
汽车火灾事故信息表（试行）》。与
此同时，生产者还应保持车辆处于
火灾事故救援后的状态，以便后续
开展火灾原因分析和事故深度调查
工作。 （新浪汽车综合）

市场监管总局：

新能源车冒烟起火事故
需在12小时内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