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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
“英才卡”
开始申领
持卡人可享 25 项优质贴心公共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落户享
绿色通道便利服务、子女入学有保
障、购房有补贴……记者从珠海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从 7
月 29 日起，市人社部门开始常年受
理申领英才卡，符合申领条件的人
才可登录“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网上服务平台”了解申领相关
事宜并按要求填报。申领过程实行
全流程网上办理，无需提交纸质材

料申报。
的英才是：
《珠海市人才分类目录》
根据 2018 年开始实施的“珠海英
四类目录范围内的人才、符合《外国
才计划”
政策，
珠海为顶尖人才、
高层次
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
（A 类）
（三）
人才、港澳人才、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 （四）
（五）
（六）4 项标准并持有《外国
才、青年优秀人才等设计了
“英才卡”
。 人工作许可证》的外国高端人才，
以
据了解，
“英才卡”
分为 A 卡和 B 卡，珠
及入选我市文化、卫生、教育等行业
海市高层次人才、或是符合《外国人来
主管部门以及各区重点人才计划项
华工作分类标准》
（A 类）
（一）
（二）项标
目（已备案）的人才。
准并持有《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的外国
手持
“英才卡”
在珠海可享受落
高端人才，可申领 A 卡。可申领 B 卡
户绿色通道便利服务、居留审批时

限缩短、商事登记业务 1 个工作日
办结、办税个性化服务、人才创新创
业项目优先投资支持、免费法律咨
询、申请专利等优先审查、子女就读
公立学校学位有保障、首套房公积
金贷款可放宽至珠海最高上限的 5
倍等共 25 项优质公共服务。
“英才卡”
首次申领有效期最长
为 5 年。
“ 英才卡”附属卡只制作电
子卡，
不配备实体卡。

双台风“森拉克”
“黑格比”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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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无新增
确诊病例
广东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4 例
本报讯 记者刘联报道：记者
昨日从珠海市卫生健康局获悉，8
月 1 日 8 时 31 分，广东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公布，珠海市无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截至 7 月 31 日 24 时，我市累计
确诊病例10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7 例），累计死亡病例 1 例，累计出院
102 例，
现有在院病例 2 例。现有疑
似病例 0 例。当日无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0例。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
7 月 31 日 0-24 时，全省新增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 2 例和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 4 例，均为广州报告。确
诊病例来自葡萄牙和孟加拉国各 1
例；无症状感染者 3 例来自新加坡，
1 例来自孟加拉国。以上均在入境
口岸发现，入境后即被隔离观察。
截至 7 月 31 日 24 时，全省累计报告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680 例（境外输
入 285 例）。目前在院 19 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
7月
31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 45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
例 6 例（上海 4 例，
广东 2 例），
本土病
例 39 例（新疆 31 例，
辽宁 8 例）；
无新
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境
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80 例（其中重
症病例 3 例），
现有疑似病例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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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午起我市风力逐渐减弱，
今明两天仍有骤雨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
记者
从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南海热带
低压已于昨日 14 时加强为热带风
暴，今年第 3 号台风生成，命名“森
拉克”
。与此同时，台湾以东洋面有
新的热带低压生成，随着强度不断
增强，昨日 20 时形成今年第 4 号台
风“黑格比”。今年台风季首轮“双
台风”
现象出现。
昨日 14 时，台风“森拉克”中心
位于距离海南省三亚市偏东方向约
85 公里的海面上，距离我市约 580
公里；
强度等级达热带风暴级；
最大
风力 8 级、18 米/秒(约 65 公里/小
时)，中心气压 992 百帕。
监测显示，受风雨天气影响，7
月31日晚至8月1日下午，
我市陆地
风力 4-5 级、阵风 6-8 级，
沿岸风力
5-6 级、阵风 7-9 级，海面风力 6-8
级、阵风 9-11 级。最大阵风出现在
万山区担杆镇庙湾岛，
为11级。
7 月 31 日 20 时至 8 月 1 日 16
时 ，全 市 录 得 平 均 雨 量 32.7 毫
米 ；最 大 雨 量 71.9 毫 米 ，出 现 在
高栏港区南水镇。其他各区监测
网点也测得 22.3 毫米至 44.9 毫米
的 降 雨 量 ，降 雨 已 触 发 地 质 灾 害
气象预警。珠海市地质灾害预警
中 心 昨 日 15 时 发 布 蓝 色 预 警 信
号 ，提 醒 注 意 防 范 崩 塌 、滑 坡 等
灾害。
另据了解，
台湾以东洋面，
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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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
双台风生成，
渔船在洪湾渔港避风。
14 时有热带低压生成，风速达 15
湾以东洋面加强为今年第 4 号台风
米/秒，中心位置为东经 127.9 度、 “黑格比”
（热带风暴级），预计其未
北纬 20.8 度，距离浙江省苍南县东
来将向西北方向移动，趋向闽浙沿
南方向约 1060 公里。随着强度不
海，
强度还有逐渐加强可能。至此，
断加强，该热带低压昨日 20 时在台
今年台风季首轮“双台风”现象出

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现。
市气象台预计，随着“森拉克”远
离，
今日下午起我市风力逐渐减弱，
但
受其残留云系影响，今明两天仍有骤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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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 9.496 30.000 8.903 9.096 14.836 10.901 10.0 93.232
平沙 9.315 26.957 9.643 8.909 14.811 13.953 10.0 93.588

颜色贴士：■优秀 ■良好 ■平稳 ■预警
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优（优秀镇街 16 个、良好镇街 8 个、平稳镇
街 0 个），无红色预警地区。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共场所注
意保管财物，积极维护城市管理秩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2019 年 11 月，在平安指数发布五周年之际，珠海市
以中央政法委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重要理念
为切入点，以市域层面各类安全“大数据”为支撑，将平
安指数优化升级为涵盖 14 项分类指数的珠海“平安+”
市域社会治理指数。新版指数分为日度指数和月度指
数，日度指数由 7 项分类指数构成，每日发布；月度指数
由 14 项分类指数构成，每月 15 日发布。想了解更全面更 “珠海平安指
具体的平安信息，请关注“珠海平安指数”官方微信公众 数”官方微信
公众号
号了解和参与平安珠海建设。

国家海洋局珠海海洋环境预报台

2020 年 8 月 1 日 16 时发布

去年我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主营收入超 762 亿元

为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提供新动能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7 月 30
日下午，由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主
办的“珠海软件 2020 产业年会暨信
创产业发展论坛”
举行。
“协会成立 20 年来，充分发挥
政府与企业间桥梁纽带作用，在助
力产业良性发展、落实国家产业政
策、开展行业特色服务、树立产业

良好形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得
到了广大会员企业的认可和肯
定。”据市软件行业协会会长周忠
国介绍，2019 年，我市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62.33
亿元，同比增长 13.82%；其中，软
件业务收入 423.67 亿元，同比增长
13.68%。
当前，珠海正紧紧抓住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等历史性机遇，加快培
育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
新能源、高端打印设备为重点的 5
个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
“历经多年

发展，
我市在高端办公软件、集成电
路设计、电力能源、信息安全、金融
服务等产业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
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了产业链互
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
础，也为培育新兴产业集群不断提
供新动能。
”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沈岩表示。
活动现场，珠海金山软件有限
公司创始人求伯君，远光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利浩等
17 人获颁“珠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
行业 20 年突出贡献企业家”
称号。

“物业城市”战略研究中心揭牌
推动横琴创新模式在全国各地落地开花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7 月 31
日，
“ 物业城市”战略研究中心揭牌
仪式暨
“物业城市”
白皮书发布会在
横琴创意谷举行。
据介绍，
“ 物业城市”模式为横
琴新区管委会首创，是指将城市公
共空间与公共资源整体作为一个
“大物业”，引进高水平的物业公司
进行统筹，基于大数据进行智慧管
控，对整个城市进行专业化、精细
化、智慧化的管理，实现管理＋服
务＋运营的高效统一，最终打造管
理精细、服务到位、运营高效的“星
级城市”
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上接 01 版）与此同时，珠海由
台了相关重奖措施。
一个科技人员奇缺的边陲小镇，成
卓家伦告诉记者，从 1992 年至
为海内外科技人才的向往之地，奠
2003 年，珠海市共颁出 9 次百万科
定了创新之城的基础。据不完全统
技重奖，有 31 个科技项目的突出贡
计，当年珠海就引进科技型企业 28
献者获得重奖；18 位科技人员开上
家，总投资 6 亿元；收到 1000 多封
市政府奖励的奥迪小汽车，23 套住
海内外信函，其中 500 多封来自海
宅落在首席获奖者的名下；奖金最
外留学生。珠海出洋招兵买马，振
高 曾 达 657 万 元 ，首 席 获 奖 者 得
臂一呼揽回 130 多名海外学子。
328 万元。获奖人员所在企业包括
另据统计，在实施科技重奖后
亚仿、金山、远光、优特、丽珠等，现
3 年 内 ，共 有 23000 名 科 技 人 员、 在都已成为珠海经济发展的行业
800 多 名 海 外 留 学 人 员 要 求 到 珠 “领头羊”，也成为珠海各项事业稳
海，5000 多人次携 400 多项科技成
步发展的
“推进器”
。
果来珠海洽谈合作，吸引投资 8 亿
形成创新长效体制机制
多元。这为当时珠海高新技术产业
的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
“只是重奖还远远不够。”卓家
面对雪花般飞来的信件和科
伦表示，科技成果转化是个社会系
技项目，珠海迅速成立了一个新机
统工程。重奖只是在短时间内给科
构——珠海科学技术协作中心，专
技工作者一个荣誉、给予一定奖励，
人接洽欲落户珠海的海内外大批
以此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但很难
科技人员、科技成果和资金。全国
形成长期效应。为此，在科技重奖
各地也纷纷派人前来珠海学习取
之后，珠海便开始着手制定政策体
经，很多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出
系，希望能持续增强对人才的吸引

经验，为解决全国社会治理难题探
索一条新路。
“在此次战略研究中心揭牌及
白皮书发布的基础上，我们将深入
挖掘‘物业城市’的理论价值、社会
价值和经济价值，加快输出横琴的
先进经验和理念。
”
横琴新区党委副
书记李伟辉表示，
将继续推进
“物业
城市”模式的实践发展，建设“物业
城市”
总部经济中心，
在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方面走在
全国前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沈
体雁简要介绍了
“物业城市”
白皮书
力，让先进的技术成果能够在珠海
不断涌现，进一步完善发展科学技
术的环境。
1999 年 7 月，珠海以地方立法
的形式，
在全国率先出台《珠海市技
术入股与提成条例》，首次将技术入
股写进地方法规，建立和完善了技
术成果入股提成的激励机制。
2013 年，珠海实施全国首部人
才开发地方性法规——《珠海经济特
区人才开发促进条例》，为珠海引进
更多优秀的海外人才创造良好条件。
2016 年，
《珠海经济特区民营
经济促进条例》实施，
在
“技术入股”
基础上，
增加包括研发技能、管理才
能等在内的
“人力资本入股”
。
2018 年实施的《关于实施
“珠海
英才计划”加快集聚新时代创新创
业人才的若干措施（试行）
》，
由 16 条
举措组成的珠海人才新政含金量
高、保障力足、针对性强、覆盖面广，
再度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个个引才纳才新政为珠海强

编制过程。
“
‘物业城市’
模式是我国
社会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探索，尤
其是创造性地提出
‘物业城市’
运营
商模式，其体制机制、原型模式、考
核指标和技术标准具有很强的可复
制性、可推广性，
为该模式在全国范
围内的推广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
本。
”
沈体雁表示。
据了解，
“ 物业城市”模式在横
琴率先示范应用的基础上，目前已
在雄安新区及广州、深圳、成都、武
汉、青岛、厦门等全国多个城市成功
复制推广，成为社会治理领域一项
系统化、可落地的全新解决方案。
化人才战略、打造人才高地注入强劲
动能。2019 年，全市 656 家企业通过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高企总数 2212
家，拥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17 家，省
级以上创新平台数 406 家。全市科技
型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总量均达到
34 家 ，在 孵 企 业 数 量 达 到 1639 家 。
全市累计有省领军人才 14 名、省级创
新创业团队 6 个，市级院士工作站达
到 13 家。在全国 289 个城市的科技
创新发展指数排名中，珠海首次跻身
十强，位列第十名。这张亮眼的科技
创新
“成绩单”
，
让卓家伦倍感欣慰。
退休后，卓家伦依然心系珠海科
技发展，先后担任珠海市软件行业协
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采访中，
提
起今年新鲜出炉的
“创新珠海”
科学技
术奖，他认为如今珠海科技重奖虽不
再有当年的轰动效应，科技奖项评奖
办法、标准、规定也在变，但其内核依
然延续着珠海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和
人才的良好风尚，
“珠海人一直都没有
停止实践探索的脚步”
。

扫一扫获取更多预报信息

【港口预报】
港口

浪级

潮时 潮高 潮时 潮高 潮时 潮高 潮时 潮高
时:分

cm

时:分

cm

时:分

cm

时:分

海上安全提示

cm

23:08 146

海况一般，海上作业
及旅游交通注意安全

九洲港 中浪 02:19 121 08:23 241 15:57 15 23:31 148

海况一般，海上作业
及旅游交通注意安全

澳门港 中浪 02:06 181 08:07 304 15:55 79 23:21 206

海况一般，海上作业
及旅游交通注意安全

高栏港 中浪 02:00 136 07:58 272 16:04 25 21:24 147

海况一般，海上作业
及旅游交通注意安全

香洲港 轻浪 02:43 122 08:48 241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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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预报】
海岛

海况（级）

浪高(米)

水温(℃)

海岛游出行提示

荷包岛

4

1.6

28.6

风浪较大

桂山岛

4

1.7

28.3

风浪较大

东澳岛

4

1.8

28.1

风浪较大

外伶仃岛

4

1.9

27.7

风浪较大

大万山岛

4

2.0

27.8

风浪较大

庙湾岛

4

2.2

28.0

风浪较大

品种

规格 g/条
野生海捕

价格区间 元/斤

马友鱼片

500g

110-115

小剥皮鱼

500g

60-65

马头鱼

500g

35-40

大眼鸡

500g

80-85
55-60

鱿鱼

500g

大鱿鱼

500g

30-35

大号冷冻白虾仁

500g

50-55

本地养殖
鲜虾仁

500g

黄花鱼

500g

55-60
35-40

桂花鱼

500g

55-60

黄脚立

500g

45-50

笋壳鱼

500g

40-45

冷冻海产
小白鲳

500g

30-35

鱿鱼仔

500g

30-35

黄姑鱼

500g

15-20

黄边带鱼段

500g

40-45

深海金鲳

500g

20-25

秋刀鱼

500g

15-20

多春鱼

500g

30-35

沙尖鱼

500g

3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