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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珠光里程花园工程样板房精装修施工。
二、项目编号：ZHWZ2019-530GC。
三、项目地点：珠海香洲区梅华西路北侧。
四、项目预算：人民币壹佰肆拾伍万贰仟壹佰玖拾柒元肆角贰分

（￥1452197.42）（含暂列金额130000.00元）。
五、报名及购买标书时间：2019年12月3日8时30分起至2019年

12月9日17时30分止。
六、购买招标文件地点：珠海市物资招标有限公司（珠海市吉大石花

西路林海大厦2楼）。
七、详细信息须查看：http://www.ccgp.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八、联系地址：珠海市吉大石花西路林海大厦2楼。
联系方式：曾羽笛0756-3361067。

珠海市物资招标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招标公告

通 告
因拆除天桥支架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至 12 月 19 日，封闭长隆大道（城轨长隆站路

段）两条机动车道。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2月2日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变更公告

（交易序号：19150）
经研究决定，现将交易序号/宗地编号：19150/珠自然资储2019-

35号，位于珠海市平沙镇升平大道南侧、庆平路北侧72674.22平方米
用地挂牌出让的交易时间作如下变更：

一、挂牌截止时间：由2019年12月3日10时延长至2019年12月
24日10时；

二、竞买申请截止时间顺延至：2019年12月23日12时；
三、保证金交纳的截止时间顺延至：2019年12月23日17时（以银

行到账为准）。
其他交易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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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预报】

【港口预报】

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北京 晴 -4℃~7℃

上海 晴 3℃~11℃

广州 晴 10℃~21℃

重庆 阴 8℃~12℃

昆明 小雨 5℃~9℃

合肥 晴 -2℃~12℃

武汉 晴 -2℃~13℃

长沙 晴 2℃~15℃

哈尔滨 多云 -17℃~-12℃

海口 多云 16℃~19℃

气象台气象台特报特报

晴朗干燥 早晚较冷

今天：气温12℃-21℃，风向

偏北，陆地风力3到4级，海面风

力 5 到 6 级，阵风 7 到 8 级，相对

湿度35%-70%。

□本报记者 马涛

12月2日，香洲区有关负责人走
进珠海电台先锋951直播间，做客《党
风政风热线》节目，就2019年香洲区
工作亮点以及未来发展等话题，与广
大听众、网友互动交流，倾听市民意见
和建议。

据香洲区有关负责人介绍，面对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
香洲区将在六个方面加快推动发展：
提升城市产业空间格局；着力构建以
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
高端智造和高端服务两大产业为支
柱，消费升级产业为基底的“1+2+1”
都市产业生态体系；全力推动实体经
济发展；加快形成创新发展动能；对接
湾区壮大现代服务业；持续擦亮城市
宜居品牌；全面提高群众民生福祉。
办好市、区民生实事，让广大群众切切
实实感受到香洲发展带来的幸福感与
获得感。

5家农贸市场完成改造升级

在节目中，有家住柠溪市场附近
的市民问，几个月前就看到市场在进
行改造，不知何时能改造好？

对此，香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
责人介绍说，今年，香洲区共有9家符
合改造条件的老旧农贸市场纳入首批
改造对象。8月3日，我市第一家智慧
型+互联网+专业运营，并完善农副产
品索源制度的农贸市场——南泰市场
完成改造升级并投入使用，以崭新的
经营模式为市民提供一个舒适、良好

的购物环境。10月24日，我市第二
个智慧型农贸市场——北山市场也完
成改造升级并投入使用。再加上吉
莲、广富以及铭海农副产品批发三家
市场，截至目前，共有5家市场完成改
造升级并高分通过市级考核验收，市
场环境焕然一新，受到市民欢迎。

接下来，香洲区将继续加大工作
推进力度，确保今年12月底前，前山、
南坑、柠溪、为农4家农贸市场如期完
成改造升级。

已建设近百公里污水管网

有网友问，当前香洲区正在推进
新一轮前山河环境治理工作，进展情
况如何？

香洲区前河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全面深入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坚决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香洲区印发了
《香洲区前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实施方案》，分三年实施治理工作计
划。其中，2019年开展应急攻坚任
务，通过正本清源、雨污分流与阶段性
攻坚结合，实施污染源摸排、问题河涌

整治、管网清淤病害治理、新建管
网等项目，确保年底前山河水质
稳定达到IV类标准。

今年重点推进的前山河环境
治理工作包括：对流域内340个
重点排水户、248个重点小区（约
11 万户居民）、24个城中旧村进
行摸排，摸清流域管网现状及存
在问题，制定雨污分流方案；对黑
臭水体及问题河涌进行整治，包
括105国道排洪渠在内的17条
问题河涌均制定“一河一策”方案
并进行整治，目前已取得初步成
效；加快建设污水管网，按照单独
建设、随路建设、小区新建、病害
修复等方式，已完成新建、改建管
网98.2公里，剩余管网建设任务
将于年底完成。

老旧小区改造可联系居委会

有一位住在老旧小区的听众
问，很多邻居有提升改造小区环境
的想法，听说现在小区改造要小区
住户自己申请，该怎样申请？

香洲区城市更新局负责人介
绍，该局在新一轮老旧小区整治
提升工作中，吸收了大量的社区
治理、居民自治经验，最终目标是
形成“小区提出申请、政府审核统
筹、街道组织实施、物管及时跟
上”工作机制。核心条件有四个：
建成年份原则上为2000年年底
前建成并通过竣工验收的住宅小
区；已成立业主委员会或经所属
社区居委会、街道认可的居民议
事制度完善的小区；经占建筑物
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及占
总户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
意；向属地镇街提交小区整治提
升书面申请材料，并附有完善的
整治提升后小区物业管理方案。

该负责人表示，具体申请流
程香洲区已通过《珠海特区报》、
珠海香洲微信公众号等媒体进行
宣传，并印制了3.6万份宣传册，
由各镇街及社区居委会到老旧小
区派发宣传，居民如有意愿，可直
接与辖区居委会联系。

本报记者 靳碧海 见习记者张景
璐报道：大规模城市改造与建设在中
国已持续开展30余年。城市发展过
程中该如何保护好文脉？保护与发展
如何有机融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

何答好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答卷？近
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
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做客珠海电视台
《湾区会客厅》节目，讲述如何留住“乡
愁”、守护城市“记忆”。

今年85岁的古建专家阮仪三自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
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享
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的美誉。
数十年来，阮仪三坚持不懈地行走在
保护中国古城遗迹的路上。

“保护古城遗迹重要的是推广
保护的意识。”阮仪三在节目中说，
很多古城用制造假古董的方法“保
护”古城，这不是保护，而是破坏。

留下真实的历史生活环境，就
是留下我们民族文化的根。阮
仪三认为，自己家乡、自己民族
的特点和无形的精神底蕴是寓
于具体实物环境之中的。

梁思成曾提出古建保护“修
旧如旧”的理念。阮仪三根据时
代的发展改动了一个字，他认为
修旧如“故”更适合当下的古建
保护。在他看来，在保护古街、
古镇和古城的同时不能把原住
民迁走，否则会丢失古镇本来的
面貌，从而失去灵魂。保留原
貌，留存风貌，才能保护好地域
独特的文化，让后来人镌刻这份
历史的记忆，更好地传承当地历

史文化。
“岭南地区在现代生活的设

施里很好地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建
筑风格特色，是对历史文化的尊
重和传承。”阮仪三建议，在发展
的过程中，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做
到更好地传承，希望广东做好中
华民族文化传承的标杆。

珠海自古就是岭南文化重镇
之一，丰富的历史赋予了珠海这
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魅力。阮仪三
曾经参与唐家古镇的规划保护。
在他看来，珠海独特的文化为城
市建设带来了很多宝贵的财富，
挖掘并保护好珠海文化，就是留
住了珠海文化的根。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做客《湾区会客厅》

留住“乡愁”保护城市印记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金湾区新
建成的虹晖小学将于明年投入使用。
12月2日，记者从金湾区获悉，位于
红旗镇虹晖二路的虹晖小学，将于本
月底举行学区划分听证会，原部分金
湾一小学区内的小区拟划入虹晖小
学。目前，听证会报名工作已经展开。

记者了解到，虹晖小学位于红旗
镇虹晖二路西北侧、红旗镇藤山二路
（三板路）东南侧、碧溪东路东北侧。虹
晖路是贯通红旗镇中心片区与小林片
区的主干道。而在该学校不远处，即
是三板小学。根据计划，明年春季，三
板小学的学生拟整体搬至虹晖小学读
书，而明年秋季，虹晖小学将招收新生。

“虹晖小学的学区，拟划定为原
三板小学学区，加上部分原金湾一小
学区。”据金湾区教育局工作人员介
绍，虹晖小学学区拟划分为：东面从
南翔路与珠海大道交会点起至与虹

晖路交会点；虹晖路与南翔路交会点
至与广安路交会点；广安路与南翔路
交会点顺着广安路往北到斗门区交
界线。南面珠海大道南翔路口至红
灯路口。北面是589县道从红灯路
口到红旗糖厂转入与斗门区交界线
（起点红灯路口、终点广安路与斗门
区交界线交会点）所围成的区域。
其中，原属于三板小学的主要小区
包括：三板村、中珠上郡、榆翠雅苑、
集美花园、恒荣花园、红城花园、永
泰假日公馆、安怡花园、珠花新村、
三板保障房、金鸿苑；原属于金湾一
小学区的主要小区包括：怡昌花园、
怡景花园、旗景中央、玉兰湖庭、旭
日居等。

记者了解到，金湾区教育局将于
2019年12月30日15时，在金湾区红
旗镇三板小学举行虹晖小学学区划分
听证会。届时，听证会将设听证参加
人员共13名：决策事项及利害关系人
5名（金湾区虹晖小学拟定学区范围
内的社区居民 3 名，金湾区红旗镇三
板社区、金湾区红旗镇广安社区代表
各1人）；金湾区红旗镇三板社区工作
人员1名；金湾区人大代表和政协代
表各1名；区内学校代表2名（金湾区
红旗镇三板小学 1 名、金湾区第一小
学 1 名）；金湾区住建局专家1名；市
民2名。此次听证会还将设旁听席，
旁听人员共10名。

凡有意参加听证或旁听的市
民，可登录金湾区人民政府网
（http://www.jinwan.gov.cn/）
以及关注“金湾教育”微信公众号
下载相关报名表格，按要求填写
后连同相关证件原件、复印件送
到金湾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金
湾区政府办公大院 11 号楼金湾
区教育局一楼）进行报名（需本人

到现场报名，不接受代报名）。报
名时间为2019年 11月 29日至
12月8日。

金湾区又有一所新建小学明年投入使用

虹晖小学学区划分请你来听证

香洲区农贸市场变得更有“智慧”更具颜值

柠溪市场等年底前完成改造

好消息，珠海这些人又有钱可以
领！特报君从高新区获悉，珠海高新
区高校在校生实习补贴正式开放申
请，符合条件的学生每月可领500元，
最多可领6个月。实习补贴的申请人
需为高新区内高校本科三年级及以上
在校生，同时申请人需已在申报系统
内申报的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实习期
满3个月。 珠海特区报微信公众号

这些人有补贴

近日，微信发原图或泄露位
置信息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引
发热议。有消息称，用微信发照
片时选择“发送原图”，可能会泄
露拍摄定位，有专家表示的确如
此，但需同时满足 3 个条件：手
机GPS定位已打开；拍照设置保
存了地理位置；发送原图。

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

发原图引热议

杨桦 整理

改造升级后的南泰市场。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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