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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 张帆报
道：当珠海市副市长刘嘉文从中国
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会长崔和手中
接过“中国海鲈之都”金色牌匾，现
场响起热烈掌声。11月7日，“中
国海鲈之都”授牌仪式暨广东省海
鲈协会成立大会在珠海举行。同
期，广东省海鲈协会宣布成立，珠海
强竞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强当选
首任会长。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高
庆营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海鲈之
都”是珠海斩获的又一国家级荣誉
称号，必将推动海鲈产业健康持续
发展。他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当前
及今后一项重要工作。海鲈作为
珠海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的重
要抓手，必将成为助力大湾区经济
发展的重要产业，成为珠海乃至全
省水产养殖的特色名片。为此，希
望珠海加大力度，继续做好海鲈产
业这篇文章。

作为省内传统渔业养殖大市，
珠海也是黄鳍鲷、对虾等优质水产
养殖品种主要养殖基地。长期以
来，我市高度重视水产养殖业发展，
依托斗门区河网交错，典型的河口
型渔业区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海鲈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不
断完善，产业自主创新研发能力不
断增强，品牌力竞争力不断增强，业
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海鲈生产基地，
海鲈产量在广东乃至全国都举足轻
重。

据统计，2018年养殖面积3.1
万亩，产值21亿元，产量占全国海
鲈养殖量的50%，占全省海鲈养殖

产量近70%。珠海相继获得白蕉海
鲈国家地理标志、中国海鲈之乡、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和中国首个河口渔业示
范区等国家级荣誉称号。“中国海鲈之
都”成功授牌，将为珠海海鲈产业发展
提供更大平台。

授牌仪式后，还举办了中国海鲈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高峰论坛、中国
海鲈产销订货会等。珠海强竞农业有
限公司、诚汇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集

元水产品有限公司等17家企业现
场签订合作协议，总金额达8.3亿
元人民币。

记者获悉，作为本次海鲈系列
活动的延伸，9日，第三届“白蕉海
鲈”旅游文化节将在斗门区白蕉镇
虾山村举行。届时，将有海鲈文化
宣传、乡村旅游推介以及美食品鉴
等一系列活动，好吃好玩好看，值得
期待。

本次海鲈产业系列活动由斗门
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市现代农
业发展中心共同主办，广东省海鲈
协会承办。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
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市农业农村
局、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华南农
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等专家学者出席。

珠海正式加冕“中国海鲈之都”
授牌仪式现场，17家企业签署总金额8.3亿元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海鲈之都”授牌仪式暨广东省海鲈协会成立大会现场。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 记者张晓红报道：“十
字门中央商务区服务基地距离澳门
非常近，我们在珠海这边有另外一
个家的感觉。”11月7日，“澳门企
业走进广东500强”系列活动启动
暨“澳门企业家联谊会”在珠海中心
大厦举行，澳亚传媒文化集团总裁
丁正龙接受采访时说，集团除了在
珠海已有保健品公司外，还将在十
字门设立记者站，作为服务大湾区
的一个点。

主题为“珠澳合璧 莲成一家”
的“澳门企业走进广东500强”首站

活动将于11月21日正式开始，澳门
企业将分批到珠海、广州、深圳、东莞
等城市，与华发集团、招商蛇口、欧比
特宇航科技、名创优品等优秀企业交
流经营管理理念及企业发展经验，感
受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蓬勃发
展的势头和辉煌的成就。

“这次活动值得期待，多了解多交
流才有合作机会，共同促进澳门产业
多元发展。”丁正龙说，澳亚传媒文化
集团已经正式进驻十字门服务基地，
办公室已在装修，珠海对澳门企业落
户无论是政策还是服务、配套环境都

做得非常好。
华发集团主导的澳门产业多元

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服务基地是珠海
市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助力珠
澳合作的重点示范性项目，服务基
地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提供超过5
万平方米的国际化办公空间和公共
服务平台，为澳门企业发展、澳门青
年创新创业、澳门大学生培训交流
等提供空间和载体。

统计显示，服务基地自今年5
月 10 日揭牌至今，签约企业 56
家，签约率达到85%；已进驻办公

企业21家，约占签约企业四成，进
驻企业类型涵盖特色金融、科技
创新、医疗健康、跨境商贸、文旅
会展、专业服务六大产业，与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需求高
度契合。

此次活动由华发城市运营主
办，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珠海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横琴新区澳门事
务局指导，华发珠澳发展、珠海传
媒集团承办。来自澳门各大企业
以及澳门高校师生的代表参加活
动。

“澳门企业走进广东500强”系列活动启动

感受湾区活力 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伟宁报道：为更
好推进排水管网建设养护工作，加
快解决存在问题，11月7日，市人
大代表对我市排水管网建设管理养
护情况进行视察。记者获悉，今年
以来，我市完成排水管网清淤602.3
公里，修复排水管网病害2950处。
对违法排水、排污行为发出300张
排水整改通知单，对148家违法排
污企业责令整改，并立案129宗，处
罚金额1628万元。

当天上午，人大代表视察组
一行来到位于前山白石涌的前山
河出口，现场视察白石涌水质情

况，并听取旧村及老旧小区管网改
造、雨污分流情况汇报。据香洲区
和水控集团负责人介绍，总长约2.5
公里的白石涌排洪渠，沿线涉及南
油花园、银石雅园、北欧森林及婆石
村等月用水量超过 3000 立方米的
居民区，水控集团采取正本清源、截
污纳管、管网修复等措施进行综合
整治，目前已实现南油花园雨污分
流，白石涌沿线截污口基本能发挥
截污功能。

据了解，今年5月，市人大常委会
批准了市政府提交的《珠海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我市排水管网建设养护的

议案办理方案》。参加视察的人大
代表对市政府和各级有关部门高度
重视议案办理工作表示了肯定，认
为相关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市人大
代表郝晓龙建议，“要将日常巡查制
度进一步落实到位，特别是对工地
等重点区域进行巡查，加强执法力
度和宣传，震慑破坏管网的不法行
为。”

今年以来，我市排水管网建设
管理养护制度化、规范化运作初见
成效：全市已有6个区的市政排水
设施移交珠海供排水管网有限公司
统一管养，全市统一管养格局基本

形成；出台市政排水管网设施管理
养护经费标准、质量标准、考核办法
和付费办法；启动排水管网信息化
管理系统建设，并搭建了排水管网
信息化系统。

我市严格落实排污许可制度，
对全市排污许可办理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督促企业合法排污。在立法
层面，结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641号）、我市城管
体制改革和《珠海市排水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工作方案》相关要求，我市
已着手研究开展《珠海市排水条例》
修订工作。

市人大代表对我市排水管网建设管理养护情况进行视察

落实日常巡查制度 严打破坏管网不法行为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11
月6日，适逢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举办，香洲区政府在上海成
功举办了珠海市香洲区与“一带一
路”国家经贸交流暨招商推介会。
来自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
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马来西
亚国际商务促进协会、非洲加纳中
国商会等多个商协会组织的代表，
以及多家国内外企业的代表参会。

据了解，近年来，珠海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日益紧密，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香洲区是珠海
经济发展主力军、主战场，也是珠海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
香洲区希望借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这一平台，经贸交流与招商引资
并举，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经贸投资合作，增进友谊、扩
大交流、深化合作、共谋发展。

会上，香洲区政府有关负责人
围绕区域发展前景、产业基础、发展
载体、产业政策、生态环境以及高效
完善的政府服务等方面做了重点介
绍，着力推介优质投资环境，诚邀国
内外企业投资香洲，共创辉煌。

现场，香洲区重点企业中电进
出口珠海有限公司、珠海市一源进
出口有限公司、珠海玉米生活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分别与俄罗斯、马来
西亚经贸代表团签署了俄罗斯特色
商品进口订单和马来西亚高品质特
色食品中国大陆销售代理合作协
议。此外，珠海市进出口商会也与
非洲加纳中国商会现场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借力进博会平台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香洲区在上海招商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11
月7日上午，高栏港区召开政银企
融资对接大会，30多家投融资机
构、90多家企业负责人以及高栏港
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大会。对接
融资项目十多个，融资意向超过34
亿元。

据了解，目前，高栏港区拥有实
体企业总数超过2300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超过300家，10亿元级工
业企业23家，百亿元级工业企业3
家。为了搭建企业与银行对接的桥
梁，推进产业与金融的深度合作，高
栏港区现代产业发展局、区发改财金
局主办，珠海高栏港经济区产业金融
服务协会承办了这次对接大会。希
望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
小企业、小微企业的渠道，为港区孵
化出更多的行业小巨人、主板和科创
板上市企业、行业独角兽助力。

对接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珠海
市中心支行有关专家针对贷款、再
贴现、小额票据贴现服务、应收账款

融资、跨境人民币融资等政策进行
宣讲。参会企业表示，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的情况客观存在，而
企业本身对政策了解不足也是其中
重要的原因，通过政策宣讲，可以让
企业了解更多的融资方式，帮助企
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融资渠
道。

其它金融机构也针对供应链金
融、普惠金融、跨境人民币融资等产
品进行了介绍。各金融机构结合自
身实际，着力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便
捷、优质、高效的服务。随后，参会
企业还就相关融资问题与各金融机
构进行了交流。

参会企业珠海伊斯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卫东表示，对
于企业来说，如何更好地了解金融
机构的服务非常重要。以前企业对
金融的了解是“点”，此次融资对接
会让企业对金融的理解变成了

“面”，也让企业对未来的融资和发
展充满信心。

高栏港区搭建政银企融资对接平台
对接融资项目十多个，融资意向超过34亿元

（上接01版）“参与活动的很多
高层次人才已经在为横琴建设贡献
智慧。”此次活动的承办方珠海大横
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邓练兵表
示。据其介绍，该公司与寒武纪科
技共同成立了琴智科技研究院有限
公司，与阿里巴巴共同推进跨域多
维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未来
将吸引更多优质人才集聚横琴，推
动更多创新技术与前沿应用在横琴
落地。

昨天活动期间，横琴新区发布
了全新优化的《横琴新区博士后管
理办法》，进一步加大了对高层次人

才的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来，横琴新区精心举办了

一系列聚才活动，创新出台了一系
列人才优惠政策，不断完善创新生
态体系，创造宜居宜业生活环境，为
人才干事创业打造了良好的事业发
展平台，提供了坚实支撑。”横琴新
区党群工作部（人才办）部长助理穆
柏军表示。

记者了解到，目前，横琴新区注
册企业超过53000家，其中科技企
业超过9000家，港澳企业3286家，
院士和国家特聘专家等顶尖人才创
办的企业超过120家。

（上接 01 版）2018年度，多名
省内新闻工作者获第二十九届中国
新闻奖和省金梭奖、金钟奖，327件
新闻作品获年度广东新闻奖。其
中，珠海传媒集团电视直播作品《跨
越——港珠澳大桥通车运营特别直
播》获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三等
奖与2018年度广东新闻奖三等奖，
主创人员包括张晋、李勇智、陈庆
顺、侯彦军、陈智、刘青、马玩璇、邓
婉莹、魏磊、许鲁南、张涛、张清灿。
集团旗下珠海特区报编辑朱万红获
广东省第十三届新闻金梭奖。

集团旗下珠海特区报刊发的
《丙中洛来了个“背篓医生”》获2018
年度广东新闻奖通讯与深度报道类
二等奖，作者朱燕，编辑谢石、张先
发。集团旗下珠海特区报刊发的
《15 年激情燃烧的大桥岁月》获
2018年度广东新闻奖通讯与深度报
道类三等奖，作者陈新年，编辑冯

磊、刘鹏凯、张先发。珠海特区报
2018年10月24日封面版获2018
年度广东新闻奖新闻版面类三等
奖，作者杨桦、李宏、于仁智、张先发、
龙丽娟。

集团旗下 4 部广电作品获
2018年度广东新闻奖。其中《世
界上最长的大桥》获2018年度广
东新闻奖消息类一等奖，主创人员
包括黄华、张清灿、张伟、何静。新
闻现场直播《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
通车运营》获2018年度广东新闻
奖二等奖，主创人员包括丛晓辉、
段续颖、张磊、张楠、张清灿、陈苏
栋、徐菲、丘姝珊、霍琳。新闻论文
《“一带一路”与对港澳台传播》、新
闻访谈《胡应湘：勾勒港珠澳大桥
的先导者》获2018年度广东新闻
奖三等奖，主创人员分别为肖钺、
李静与赵思、王晓双、郭凌轩、贾淇
缃、饶思蓓、曾一平。

广东省新闻界
庆祝第二十个记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