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黑白面将军山隧道项目工程建设需要，根据《殡葬管
理条例》《广东省殡葬管理办法》《关于彻底清理特区范围内
乱埋、乱葬坟墓的布告》《香洲区贯彻落实〈珠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彻底清理特区范围内乱埋、乱葬坟墓的布告〉实施办
法》，拟对黑白面将军山隧道项目工程项目范围内（北至黑白
面将军山南端，南至保税区南琴路，西至啤口村，东至保税区
生活区）坟墓进行迁移。请上述范围内的山坟、土坟、金塔等
有关坟主在本通告公布之日起三十天内与湾仔街道社会事
务办、连屏社区居委会联系办理登记手续。（上班时间：周一
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逾期不申报登
记的将按无坟主处理，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迁走并按相关规
定处理）。

特此通告。
联系地址：湾仔街道连屏社区居委会（珠海市香洲区保

北路新家园党群服务中心）
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0756—8687322。
附：项目迁坟范围示意图

珠海市香洲区湾仔街道办事处
2020年3月5日

迁坟公告

因京珠高速西侧沿线用地项目需要，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

法》和《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

现发布通告如下：

一、珠海高新区管委会决定从2020年3月6日起，

依法对位于上栅旧村场以东、中珠排洪渠以南、京珠高

速以西、惠景畅园以北261442.74平方米（合约392.16

亩）京珠高速西侧沿线用地项目发布清理土地通告。具

体清理范围详见附图和现场界桩。

二、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含临时设施）补偿参照《珠

海市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珠

府〔2018〕43号）的规定执行。

三、项目用地范围的各用地单位、经济组织或其他

权利人，应当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配合

高新区征地拆迁管理部门，办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

登记手续及现场测绘丈量工作，并清理场地、搬迁。逾

期未办理补偿登记手续及现场测绘丈量工作的，其补偿

内容以高新区征地拆迁管理部门调查登记结果为准。

四、本通告发布当天，公证部门对项目用地范围的

地貌、涉及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现状进行实景录像和

拍照取证，所得结果作为计算登记补偿的依据。

五、自通过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

改变原地貌，所进行的新栽新种、新搭建和新添附其他

一切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等，一概不作任何补偿，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由该地上种养的单位或个人自行承担。

六、自通告发布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不配合高

新区征地拆迁管理部门办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清点、

测量、登记及补偿等工作，不清理场地、搬迁的，根据《珠

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由属地政府组

织清理场地，其青苗及地上附着物不予补偿，因此而造

成的经济损失由该地上种养的单位或个人自行承担。

特此通告。

附件：土地清理范围图

联系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金峰中路199号

联系电话：0756-3629235。
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3月6日

珠高通告〔2020〕3号

清理土地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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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东三叶美大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中珠农牧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字第(香洲)2016-028号)的附图遗失, 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荣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司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莲洲镇横山婵婵杂货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4036000107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莲洲镇横山市场均富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4036000252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莲洲镇达丰五金交电商行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40403600006329，声明作废。

黄文燕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证，证书编号：
130440400000572，声明作废。

李建束遗失记者证，证号：B44013555000018，声
明作废。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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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微评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科学技术。在全球共同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之时，当全方位磨砺科
技杀毒之刃，从让病毒无所遁形的
检测工具，到与之短兵相接的临床
治疗手段和药物，再到疫苗等长期
防控手段，为人类最终战胜病毒提
供强大助力。

磨砺科技杀毒之刃，就是要让
“雷达”更快速、更精准地发现病毒
这个人类的大敌——在这场战“疫”
中包括各种检测工具。

新冠病毒出现不久，中国科研
人员迅速行动，从患者体内分离出
病毒，对其基因组测序，并与世界分
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说：“中国在监测疫情暴发、分离病
毒、对基因组测序并与世卫组织和
世界分享方面的速度令人印象非常
深刻。”

有了基因组信息，才能对肉眼
看不见的病毒“画影图形”，有的放
矢地展开阻击战。当前全球广泛使
用的RT-PCR（逆转录聚合酶链式
反应）检测技术，就是根据病毒核酸
的基因序列特征，判断样本中是否
有病毒存在。

近日，世卫组织专门举办新冠
病毒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汇集全
球顶尖卫生专家商讨并最终形成科
研“路线图”，其中把研发简便快速
的检测工具作为短期优先项。各国
有效防控疫情，离不开检测速度和
准确性不断提升的检测工具。

磨砺科技杀毒之刃，就是要把
“好钢”用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刀刃
上——在这场战“疫”中包括各种临
床治疗手段和药物。

虽然目前还没有针对新冠病毒
感染的特效药，但医护人员充分利
用多种科技手段为患者提供支持性
治疗，比如对于重症心肺功能衰竭
患者，医护人员使用俗称“人工肺”

的ECMO设备，帮助患者维持生命
体征稳定。针对轻症患者，则搭建
了“方舱医院”，有一大批患者在这
里病愈。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3月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累计
治愈出院病例已达52045例。

直接杀灭病毒的药物也在研发
路上。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平
台上，已列出超过 300 项与新冠病
毒相关的临床研究项目，涵盖西药、
中药、干细胞疗法等，数字几乎每天
都在增加。由于研发新药耗时漫
长，人们在当前疫情中尤其注重采
用“老药新用”策略，一批安全性获
得证明的“老药”被用于治疗并发挥
作用。

磨砺科技杀毒之刃，就是要打
造应对传染病的“治本”武器，形成
持久战斗力和威慑力——在这场战

“疫”中包括备受关注的疫苗，以及
全社会防控传染病的有效机制。

疫苗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取
得的重大成果。天花曾让人谈之色
变，但在天花疫苗诞生后，这一古老
传染病被彻底消灭。全球针对新冠
病毒的疫苗科研也在紧锣密鼓进行
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疫苗研发
不可能一蹴而就。按照谭德塞的乐
观估计，新冠病毒疫苗可能在18个
月后方能投入使用。

对抗传染病，更重要的是防患于
未然，通过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安全
体系，提高应对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磨砺科技杀毒之刃，也离不开
全球携手，因为病毒是人类共同的
敌人，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各国专
业组织和科研人员当合作并进，共
享科研数据和信息，共同研究提出
应对策略，汇聚众智研发有效的战

“疫”武器。有了科研战线的强大支
撑，人类必将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大疫当前，当磨砺科技杀毒之刃
——全球抗疫系列评论之三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耕期间，种
子、化肥等农资生产经营出现不同程
度受阻，一些地方出现运输梗阻。中
央提早部署统筹抓好农村疫情防控
和春季农业生产，农业、财政、交通、
金融等相关部门纷纷出台非常举措，
加大粮食生产政策支持力度，确保不
误农时，保障夏粮丰收。这释放出任
何时候都一定要把饭碗牢牢端在中
国人手中的坚定决心！

俗话说，仓廪实天下安。14亿
人口要吃饭是我国最大的国情，也
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粮食安
全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是社会发展
的基础和支撑。越是面对风险挑
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
重要副食品安全。

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手中，
就要千方百计稳住农业生产。虽然
夏粮只占全年粮食产量约四分之
一，但南方食米、北方吃面，小麦、
早稻属于我国城乡居民最主要的
口粮品种，对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目标、奠定全年粮
食丰收基础至关重要。粮价是百价
之基，春耕生产于稳定全年物价也
意义重大。

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手中，
要注重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农民

是农业生产的主体。要进一步完善
农业补贴政策，落实好小麦、稻谷最
低收购价政策，统筹实施好玉米、大
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稳定农民收益
预期，给农民吃上“定心丸”。要支
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组织好
返乡农民工和闲置劳动力等，解决

“谁来种地”的问题。
把 饭 碗 牢 牢 端 在 中 国 人 手

中，还要不断提高科技对粮食安
全的支撑能力。展望未来，中国
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依靠自身
力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但也
要看到，中国地少人多的基本国情
不会变，粮食供需紧平衡状态不会
变。必须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加强高标准农田、农
田水利、农业机械化等现代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力，
把更多农业科技成果写在大地
上，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和防
灾减灾能力。

当前春耕备耕正从南到北陆续
展开。在坚定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阻
击战的同时，不失时机抓好春耕生
产，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全年粮食
丰收主动权，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手中

□徐剑锋

“哪怕我去不了一线参与抗击
疫情，我也要用自己的医疗知识做
点什么。”这是年过七旬的金湾志愿
者李阿姨每天坚持通过微信群发防
疫知识的动力；一天为80名防疫一
线工作者理发，让金湾“义剪”理发
师阿辉铭记于心的不是身体的劳
累，而是彼此守望相助的感动……
（本报3月5日06版）

战“疫”逆行路上，一个个志愿
者日夜奔忙、不辞辛劳，在社区防
控、生活物资配送、文明劝导、应急
救援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
作，生动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需要，哪里
就会有珠海志愿者的身影。一直以
来，在急难险重的突发公共事件面
前，志愿者始终是一支不可或缺的
中坚力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中，我市广大志愿者更是冲锋在前、
服务在先，成为疫情防控的生力
军。在社区，他们主动扛起测量体
温、排查人员、防疫消杀、隔离安置
等任务；在卡口，他们积极承担平安
守护、交通疏导等职责；在企业，他
们广泛参与物资组织、科普宣传、心
理疏导等工作……正是这些最美志
愿者的尽心尽责、无私奉献，才保障
了珠海城市的平稳运行和社会的和

谐安定，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
出了积极贡献。

感谢您，珠海志愿者！我们欣
喜地看到，珠海志愿者队伍在日益
壮大，志愿服务磁场效应在不断扩
大，抗疫志愿服务的经验十分宝贵，
值得总结提升。说到底，既要在全
社会大力弘扬好、涵养好志愿精神，
也要保护和激发广大志愿者的服务
热情，从而激励更多的爱心人士投
身到战“疫”中，凭着自己的专业、情
怀、素养来做志愿工作，进一步激发
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使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蔚然成风。
当前，珠海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志愿服务的重心和内涵也在发生
着变化。于此而言，要有效接起

“服务”和“需求”的两端，更加理
性、更加规范地做好各项工作，让
志愿服务抗疫活动开展得有声有
色、富有实效。一方面要供需有
效对接，围绕防疫要求、群众需
求，在提升“传统科目”含金量的
同时，“点对点”“一对一”提供更
高品质、更为专业的服务科目，不
断提高志愿服务的针对性和精准
性；另一方面要积极有效作为，梳
理和整合志愿者的特长、专业等
资源，上下联动，内外互动，让志
愿服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战“疫”最前线，志愿者就在身
边、就在眼前，人人可为、事事可为、
时时可为。只要以制度化组织、规
范化管理、科学化运作护航，就一定
能推动志愿服务行稳致远，让志愿
精神在战“疫”中熠熠生辉。

让志愿服务精神
在战“疫”中熠熠生辉

□辛识平

工信部日前印发通知，提出加
快农村偏远地区网络覆盖，着力解
决网速慢、信号弱等问题，及时做好
疫情重点地区、临时教育教学场所
等区域的网络保障。

在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
的特殊时期，网络课程走进千家万
户。然而，对于不少农村偏远地区
的学子来说，“上网课”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他们“找网上课”的故事
让人感动，更让人心酸。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有一户世
代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为了让女儿
顺利上网课，不得不收拾蒙古包全
家迁徙找网；在湖北宜昌，一位爷爷
拿着手机循信号找遍大山，给孙女
搭了一间网课帐篷；在西藏，藏族姑
娘索巴桑姆每天拿着手机，走两个
小时山路爬到高山上听网课；在西
部某县，因无智能手机、无电脑、无
网络等原因无法上网课的学生就有
2000多人……一些学生因为“没网
络”而长时间缺课，影响他们的学习
和成长，这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关
系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
来越多的农村学生可以便捷地获取
各种教育资源、学习机会。但总体

而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现象依
然存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
的教育水平和硬件设施，与城市相
比还有不小差距。尤其是在贫困家
庭，能用上智能手机、电脑、网络来
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当疫情袭来，网课成为实现“停课不
停学”的主要手段，平时就存在的

“数字鸿沟”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破解农村偏远地区的网课“痛

点”，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
网络通信等新基础设施建设，尽快
消除信号盲区和死角；也需要各地
各部门精准施策，调动各方力量，把
关爱和帮扶学生的工作做细做实。

学校应开展必要的摸底，充分
掌握学生及其家庭的具体情况。绝
不能因为上网课很普遍，就认为所
有学生都有上网课的条件。在教学
中不妨灵活一些，切勿“一刀切”。
对于上网课确有困难的学生，要体
谅他们的难处，采取务实管用的办
法让他们参与学习。村、社区的基
层组织对当地贫困学生家庭情况比
较熟悉，要充分发挥其组织和协调
作用，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把村委
会、社区图书馆等的电脑和网络设
备用起来，为上网课有困难的学生
提供帮助，让知识的阳光照进偏僻
的角落。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让网课信号点亮农村学子梦

战“疫”正紧时，我们迎来第57
个学雷锋纪念日。疫情发生以来，
无数普通人加入抗疫队伍，奋战在
疫情防控的各条战线。在医院、在

乡村、在街巷、在社区，在一个个平
凡的岗位，多少人执着坚守、默默奉
献，用自己的光与热温暖别人，诠释
着永不褪色的“雷锋精神”。哪里有
困难，哪里就有“雷锋”的身影。精
神薪火生生不息，“雷锋”从未远
去。每一个平凡英雄，都是这个特
殊春天里最温馨的一抹亮色。

学习雷锋，致敬平凡英雄

记者3月5日从广东省教育厅获悉，为了做好中小学线上教育工作，广
东为9262名贫困学子提供用于线上学习的平板电脑。 新华社发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
行重点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总
书记阐明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形势的复杂性，强调加强疫情
防控必须慎终如始，要求抓紧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精准有序
扎实推动复工复产，对统筹抓好各
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当前
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
势。形势决定任务，行动决定成
效。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上来，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

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巩固和拓
展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力争全国经
济社会发展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
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创造条件，是当前
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扎实推动复工复产，关键是做好
精准的文章。各地疫情防控形势不
同，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不能搞“一刀
切”，而应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根据疫
情分区分级推进复工复产。各地各部
门应坚持问题导向，瞄准“痛点”靶向
发力，为复工复产做好服务、创造条
件。要大幅提高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的
生产供应，优化防护物资调配，确保员
工安全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继续采
取“点对点”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让员

工尽快返岗复工，严格做好员工吃、
住、行、车间管理等环节防疫工作。
同时，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维护统一
大市场，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
小企业整体配套、协同复工，切实提
高复工复产的整体效益和水平。

扎实推动复工复产，需要激发
更多内生动力。要善于化危为机、
统筹谋划，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
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
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
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
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
要选好投资项目，加强政策配套，加
快推进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
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注重调动民间投
资积极性，激活发展的一池春水。

扎实推动复工复产，要聚焦“六
稳”，拿出更多有效举措稳住发展底
盘。一方面，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
努力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维护全
球供应链稳定。另一方面，要有针对
性地开展援企、稳岗、扩就业工作，做
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
业工作，积极帮助个体工商户纾困。
要不误农时抓好春耕生产，加大对贫
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帮扶，在复工复产
中优先吸纳贫困地区劳动力务工就
业，确保完成决战脱贫攻坚任务，为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精准有序扎实推动复工复产
□新华社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