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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格力，不少珠海人要竖
起大拇指。它和港珠澳大桥、日
月贝、渔女这些标志性的建筑工
程、旅游景点一样，是珠海人心目
中的“珠海名片”。

2019年，格力集团做了一桩
“大买卖”——卖出格力电器总
股本 15％的股份。2019 年 12
月，格力集团与珠海明骏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格力
电器9.02亿股A股流通股，以人
民币46.17元每股的价格进行转
让，最终转让总金额为人民币

416.62 亿元。从那以后格力电
器正式“改姓”，从国有企业华丽
转身，成为民营公司，也成为万
众瞩目的国企混改样板。

“作为这一事件的记录者，我
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非常激动。
我相信，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引进
战略投资者，格力未来将走向‘强
而美’，助力珠海‘二次创业’加快
发展。”珠海传媒集团记者佘映薇
说。

本次权益变动是推动珠海市
国有企业改革向“管资本”转变的

关键举措，有利于珠海市引进和
培育优质新兴企业，强化珠海市
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

2019年，珠海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工作取
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就，一件
件值得铭记的大事书写着珠海
2019年的画卷，让这座城市更有
温度、让这段历史更有厚度。站
在新起点上，珠海未来必将迎来
更大的发展，书写更为动人的珠
海故事。

混改样板

格力股份转让落地积极践行国企混改

刚刚过去的2019年，是珠海经济特区发展史上
大事、喜事连连的奋进之年——我们隆重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我们举全市之
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做好澳珠合作开发横
琴这篇文章……1月14日，2019年度“珠海十大新
闻”揭晓仪式在珠海传媒集团新闻发布厅举行。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龙广艳出席活动并讲话。

本次活动由珠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珠海传
媒集团承办。从1月2日起，2019年度“珠海十大新

闻”评选、“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和“珠海特区报”微
信公众号投票通道开通后，得到市民、网友热烈响应，
累计参与投票的市民、网友逾52000人次。经过网
友投票和综合评审，最终，珠海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珠海隆重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珠海举全市之
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被选为2019年度“珠海
十大新闻”。

龙广艳强调，2020年是珠海加快发展的关键之

年。当前的珠海处在黄金机遇期、最佳窗口期，做好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关键，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战略高度，对未来珠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加
快发展再审视、再思考，从新起点再用力、再出发。站在
新的起点上，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始终做到与人
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笔尖向下”“镜头向
下”，忠实记录全市人民投身“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生动实践。

2019年，珠海市围绕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珠海建市40周年、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等重要时
间节点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
营造了喜庆欢快的节日氛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
市通过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焰火晚会、“向祖国
报告”大型文艺晚会、万人群众文
艺嘉年华等大型活动在献礼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的同时，也给珠海
人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记忆。

珠海传媒集团电视节目中心
主持人赵思作为珠海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焰火晚会的亲历者、
记录者，说起那场盛宴，她心中久
久不能平静。

“2019年10月，当我在焰火
晚会现场，看到漫天绚烂的烟花
时，观众自发高唱《我和我的祖
国》，那一刻我泪目了。一位古稀

老人告诉我，生活在这片国土上，
他分外骄傲。在这个最好的时
代，我们必将只争朝夕，不负韶
华。”赵思感慨地说。

2019年 3月 5日，是珠海建
市40周年。40年来，珠海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
就，从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
成为现代化花园式海滨城市。“庆
祝珠海建市40周年大型光影焰
火秀”等一系列活动的举行让全
市人民共同祝福珠海。

珠海传媒集团融媒采访中心
记者王晓峰也是其中一位，当天
他和在珠海的怒江务工人员、学
生等在海韵城广场用一场别开生
面的快闪表演祝福珠海。“现在有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珠海，在这里
生活、工作、学习。我相信，珠海
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

际，澳珠联合举办了庆祝澳门回
归祖国20周年澳珠烟花汇演、珠
澳大学生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
文艺晚会、2019珠港澳合唱音乐
会、“逐梦大湾区·珠澳正青
春”——珠澳青年庆祝澳门回归
祖国20周年主题快闪活动等一
系列庆祝活动。作为一位从澳门
来珠海工作的青年人，澳门先皓
科技公司创始人蔡渊博与珠海的
缘分要从十年前说起。

“2004年，我在澳门创立了
自己的公司。2010年，我来到珠
海建立了公司分部，与珠海的缘
分就从那时开始。近十年过去，
珠海发生了很大变化，澳珠之间
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澳门回
归祖国以来，澳珠合作越来越紧
密，为我们创业者提供了越来越
大的空间与市场。愿珠澳故事
继续书写辉煌。”蔡渊博说。

盛况空前

珠海隆重开展大型庆祝活动

2019 年 8月，香洲渔港完成
历史使命整体搬迁至洪湾中心渔
港。洪湾中心渔港按照国家级中
心渔港标准建设，目前已建成渔
港庇护中心、物资补给中心、冷藏
储冰库、拍卖厅、水产交易中心
等。

该渔港现有渔用岸线 1064
米，预留岸线1626.7米，年渔获卸
港量达8万吨以上，能满足我市现
代渔业发展需求。现代化中心渔
港的建设将有助促进我市渔业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未来，我市将把
洪湾中心渔港打造成配套设施齐
全、硬件设备先进、辐射功能较强
的国际渔业物流港。

朱晶磊是“香洲港功能调整”
项目的参与者。“当我看到洪湾渔
港百舸争流竞相出海的壮美画面，
我越发觉得多年来和团队伙伴们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朱晶磊来珠海已有20年，对
这方土地和海洋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如今，香洲港区域变得更美
了，洪湾中心渔港的渔获装卸和交
易更多了。相信珠海海洋经济的
发展必定越来越好！为珠海人民
提供更多更好的海洋产品。”他动
容地说。

同样与珠海市民生活息息相
关的，还有在2019年元旦开放的
香山湖公园项目一期滨湖休闲

区。香山湖公园规划总面积约296
万平方米，公园建设中始终遵循节
约、生态的理念。香山湖公园一期
建成开放，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宜居
环境。

现在香山湖公园已经成为珠
海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退休
后跟随子女来到珠海的陈阿姨开
心地说：“三年前，我从重庆来到
珠海，珠海真的是一个很美的花
园城市。香山湖公园一期建成开
放后，成为我们休闲的好去处，我
们艺术团经常在这里排练，这里
真的是一个‘天然氧吧’，感谢珠
海市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
休闲地。”

社会民生

珠海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提升

2019年，珠海坚持创新引领，
激发体制机制新活力。2019年4
月28日，珠海传媒集团、珠海市新
闻中心正式挂牌。珠海传媒集团
是国内首家全媒体国有文化传媒
企业集团，组建后推出一系列有影
响力的融媒体精品力作。2019年
10月23日，珠海演艺集团揭牌，致
力于建设集演出、创作、舞美、剧院
管理、文化传承、公共服务于一体
的综合性大型国有演艺集团。

现担任珠海演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张伟，曾在珠
海特区报社工作十余年，可以说是
经历了两大集团的改革。

“我曾在原来的珠海特区报社
工作十多年，2019年4月，我被调
到珠海演艺集团，参与珠海演艺集
团的组建工作。珠海宣传文化事
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张伟说。

日前，珠海演艺集团倾力打造
的大型原创话剧《龙腾伶仃洋》进京
演出，获得广泛好评,这是珠海市大
型原创文艺作品首次进京演出。

此外，珠海近年来先后出台
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大力推动文
艺精品创作。2019年8月19日，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揭晓，《中国桥——港珠
澳大桥圆梦之路》获得图书类特
别奖，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获
得优秀作品奖，这是我市文艺作
品首次在全国“五个一工程”评选
中获奖。珠海文化体制改革成果
由人民共享，大大提升了珠海人
民的获得感。

体制改革

珠海大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

市民代表开心地说：“珠海
真是一个很美的花园城市。”

见证香洲渔港变迁的朱晶磊，也是“香洲港功能调整”项目的参与者。

说起2019年珠海的关键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定榜上有
名。这一年，珠海市牢牢把握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条主线，推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取得明显成效，为新时代我市全面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提供了

有益启示。
对于《珠海新闻》主播冯喆来

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是他
播新闻时的“高频词”。“‘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珠海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各区各部门各单位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勇于真

刀真枪解决问题，善于笃行重效狠
抓落实。市民办事更方便了、企业
的营商环境更好了、农村人居环境
焕然一新、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精气
神更足了……”冯喆说，“主题教育
成果润物细无声，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得到了切切实实的
提升。”

主题教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在总共2.7万字
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中，“珠海”被提及20次，“横琴”
被提及22次，“澳门”被提及90
次，充分彰显了澳珠一极在党中
央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珠海经济特区因澳门而生，
横琴新区因澳门而兴，自设立以

来就担负着服务“一国两制”和支
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使
命。珠海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
为新时代珠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
重大机遇、重大平台，奋力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珠江
口西岸核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典范。

“2018年博士毕业后，我来到
珠海市委党校工作。作为新珠海

人，我深深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与众
不同。当我随学员一起去走访时，
我惊讶地发现很多澳门青年才俊
都在横琴创业。珠海这些年实打
实的发展吸纳了大量人才来这里
实现梦想。在加快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的背景下，珠海人才优势的魅
力愈发彰显。落叶生根、留心留
智，珠海必将成为创新人才高地。”
珠海市委党校苏朋说。

筑梦湾区

举全市之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019年 4月18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公布《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
建设方案》。《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
建设方案》中明确了横琴“促进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载体”“国
际一流休闲旅游基地”“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等三大定位。

在总面积106.46平方公里的
横琴岛及所辖海域范围内，横琴将

逐步建设成为面向未来、国际品
质、生态优先、协同发展、智慧支撑
的国际休闲旅游岛。

珠海大横琴泛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高级品牌经理陈博，2013年来到
横琴，在横琴工作了7年，充分感受
到横琴翻天覆地的发展。“我见证了
2014年横琴长隆海洋王国盛大开
业，一夜之间横琴成为千万人次的

旅游度假目的地。”陈博说，“2019
年是横琴休闲旅游产业腾飞的一
年，随着横琴游客服务中心、‘好玩
横琴’旅游观光巴士正式面客，横琴
旅游串珠成链。2019澳门青少年
横琴研学文化交流项目和港澳导游
横琴执业培训工作的顺利进行，加
快助推横琴建设国际休闲旅游岛、
配合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横琴蓝图

国务院批复横琴建设国际休闲旅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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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珠海隆重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珠海举全市之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国务院批复横琴建设国际休闲旅游岛

●珠海隆重庆祝建市40周年

●格力股份转让落地积极践行国企混改

●珠海大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

●香洲渔港完成历史使命，整体搬迁至洪湾中心渔港

●香山湖公园一期建成开放，城市宜居环境优化提升

2019年度“珠海十大新闻”评选入选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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