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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依据珠海市人民政府与我公司签订的《野狸岛周边蚝田和林地等补

偿协议》，我公司已经向政府申请征收位于野狸岛至珠海渔女像之间的
617米长的防浪石堤。该石堤由我公司（原香洲蚝民协会、蚝委会、香洲
公社蚝业大队、湾仔沙蚝民委员会）为保护香炉湾海域近岸蚝田而于
1968年修造完成，历来系我公司集体所有的资产并由我公司进行管理
使用。如任何个人或单位对该石堤的所有权或管理使用权益存有异议，
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向珠海市香洲区香湾街道办事处提出，逾
期将可能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香湾街道办事处经济办联系电话：
2222254。

特此公告
珠海市香洲濠润海产养殖股份合作公司

2020年9月16日

洪湾旧村改造项目的被征收人（包括被征地农民、侨民、港澳同胞和
居民（世居居民）或者其他权属主体）：洪湾旧村改造项目回迁房公开抽签
活动于2020年9月23日进行，特提前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抽签时间：抽取顺序号（2020年9月23日上午9时至2020年9月
24日下午5时）；抽取房签（2020年9月25日上午9时至2020年9月28
日下午5时）

二、抽签地点：珠海红湾亿豪置业有限公司（洪湾河畔8号楼）:珠海
市香洲区南屏镇南围路马腿街。

三、注意事项：各被征收人需按抽签要求带齐相关资料：身份证、拆迁
补偿协议、公证委托书等有效文件原件。需办理房屋产权继承公证或抽
签授权委托的，请及时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

四、咨询电话：0756—8301388。
珠海红湾亿豪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1日

洪湾旧村改造项目回迁房公开抽签
公 告

我校遗失《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高新）2019-048号）及附
图《用地红线图》和附件《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编号（2003) 唐规字23-1号）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2003) 唐
规字23-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高新）2019-068 号）
及附件总施图：1张、建施图：11张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高
新）2019-070号）及附件总施图：1张、建施图：1张，在此特别声明。若
有异议，自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规划部门反映（电话3319735)。

珠海高新区金鼎第一小学
2020年9月15日

遗失声明

《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牛头岛
保护和利用规划文本（报批稿）》

审批前公示
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

法（试行）的通知（2019年5月10日）》的规定，我局对《珠海万山海洋开
发试验区牛头岛保护和利用规划文本（报批稿）》进行送审前公示。请有
权属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于2020年9月14日-2020年9月18日（公
示期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至我局反映情况。逾期无异议，我局
将按法定程序报批。

附件：《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牛头岛保护和利用规划文本（报批稿）》
网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H6mTBLqKhh0kPXDI

XBE4A）
提取码：0t8i

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经济发展局
2020年9月14日

（联系方式：张誉锋 珠海市香洲区情侣北路381号海岛大厦9楼，
0756-2233675，wsqjfjzyf@zhuhai.gov.cn）

通 告
因金湾区道路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对金湾路交呈祥路路

口实施分阶段封闭的交通管制措施，请过往车辆按

临时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9月14日

通 告
因斗门区道路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至 12 月 19 日，对河坊路、河景路、醒狮涌实

施分阶段封闭的交通管制措施。请过往车辆按临时

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9月14日

进展：有攻关也有转化，提
升资源对接效率

多家参与“揭榜制”的科研单位
和企业表示，以往寻找产学研合作主
要通过点对点的方式进行，效率不
高。通过张榜广而告之，相当于从点
到面，有助于更好进行资源对接。

据了解，“科研揭榜制”的缘起，
是2016年中央提出了“把需要的关
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
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的要
求。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
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从中央部委到一些地方政府，
近年来都开始进行“科研揭榜制”的
探索。2018年11月，工业和信息
化部启动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
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吸引了全国
共1248家单位参评，经过层层筛选
后产生了137家揭榜单位。

湖北省科技厅副厅长周德文表
示，“科研揭榜制”把项目广而告之，
消除技术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从而有效地促进产学研相结
合，实现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与整合。

周德文介绍，去年7月，湖北正式
启动了“揭榜制”工作，共受理项目需
求713项，其中技术攻关类510项、成
果转化类203项。最后遴选出59个
项目需求面向社会发榜，共有66家单
位参与揭榜，最终成功揭榜49项。在
此基础上，湖北省科技厅组织专家论
证，遴选出27项予以财政资金支持。

广东是较早探索“科研揭榜制”的
省份。2018年10月，广东省科技厅针
对目标清晰的重大行业关键共性技术，
采用“揭榜制”方式征集最优研发团队、
最佳解决方案，最终促成了8个项目。

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
究员杨旭楠拥有一种黑臭河道底泥修
复技术，一直在苦苦寻觅能够将成果
转化落地的单位。另一边，广州资源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在寻找拥
有相关技术的科研单位。在“揭榜制”
的撮合下，双方一拍即合。

“‘揭榜制’大大提升了我们寻找、
匹配合作方的效率，现在该项目技术
已经在佛山两条黑臭水道做了试验，
效果良好，接下来还会继续在更多河
道做推广。”杨旭楠说。

广东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广东的“揭榜制”项目，主要分为技术
攻关和成果转化两类。技术攻关的揭
榜，即由企业提出技术难题或重大需
求，相关科研机构可有针对性地进行
攻关；成果转化的揭榜，则是高校、科
研机构等手握成熟且符合地方产业需
求的科技成果时，由科技厅组织有技
术能力和应用场景的企业进行转化。

记者梳理广东的相关项目发现，
涉及成果转化类的，张榜单位主要为
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位于广东
省内的知名高校，而揭榜单位行业涉
及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低碳
等重点领域。涉及核心技术攻关的两

个项目，都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发
榜单位均为企业，揭榜单位既有高
校也有企业。

挑战：龙头企业参与少，项
目筛选机制不完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
在推行“揭榜制”过程中，也遭遇一
些挑战。

——龙头企业参与度还不高。
“揭榜挂帅”模式鼓励龙头骨干企业
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的突破
任务，但记者发现，在已经公布对接
成功的“揭榜制”项目中，龙头骨干
企业参与仍是少数。

比如在广东，最后揭榜的8个
项目中，有6个是科研院所的成果
转化类项目，只有两项是企业技术
攻关类项目。在揭榜的企业中，在
行业较为知名的仅有京信通信系统
（中国）有限公司等极少数企业。而
在湖北，最后遴选出的27个项目
中，有21个为技术攻关类，其中涉
及的龙头骨干企业也很少。

——项目筛选机制还不完善。
一些受访人士表示，对技术难题和
应该聚焦的领域，科技部门还需要
进一步加强前期组织工作；广撒网
式的社会征集方式还有待改进，因
为容易缺乏引导和组织。

此外，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和
产业面临的关键核心问题并不统
一，不少“揭榜制”项目离攻克关键
核心技术难题、推动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等要求尚有一定距离。

——创新资源对接面还不广。
“揭榜制”需要打破以往项目只接受
某区域内单位申报的局面，面向全国
乃至全球征集技术需求和科技成果，
面向全社会征集最优研发团队、最佳
解决方案，充分调动各界科技资源。

在湖北，省外科研院所和企业

参与项目约占总立项数的 15%。
而在广东，省外单位完成项目对接
的则基本没有。

广东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广东高端创新资源还很匮乏，需
要进一步完善部省工作联动机制，
争取国家战略科技资源布局广东，
有效引入国际创新资源，助力粤港
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完善：探索常态化组织形
式，鼓励更多企业和高校参与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
任陈劲表示，要在传统的产学研基
础上，强化大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和
民营企业的协同创新。

“企业应将科技创新课题更多
开放给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实现企
业和高校双引擎驱动。同时，应进
一步加大力度，引导民营中小企业
参与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陈劲说。

多名受访人士表示，科技部门
应该探索将“揭榜制”作为科研攻关
的常态化组织形式。

参与广东“揭榜制”探索的华南
理工大学教授章秀银认为，“揭榜制”
有效对接了企业和高校的需求，希望
科技部门能不定期地发布企业重大
技术需求，鼓励更多科研单位参与。

湖北省科技厅重大专项处处长
魏敏杰表示，建议将“揭榜制”科技
项目作为地方推进产学研合作的重
要手段，成为制度性工作，坚持每年
定期组织申报，五年进行一次政策
性综合评估。

受访人士提出，作为一种科研
管理体制的新尝试，“揭榜制”应打
破现有项目申报的常规办法，遵循
市场研发规律，在资助金额、项目评
估等方面进一步改善。

新华社广州9月15日电

“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
谁就揭榜。”近年来，广东、上海、
湖北、云南、山东等地陆续开展
了不同层次的“科研揭榜制”探
索，在一些重点创新项目中取得
明显成效。

与此同时，“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发现，“科研揭榜制”在发动
龙头企业参与、完善项目筛选机
制、广泛对接创新资源等方面仍
面临挑战。

新华社青岛9月15日电 9月
15日9时23分，我国在黄海海域用
长征十一号海射运载火箭，采取“一
箭九星”方式将“吉林一号”高分
03-1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
得圆满成功（上图）。

“吉林一号”高分03-1组卫星

由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研制，其
中包括“哔哩哔哩视频卫星”“‘央视
频号’卫星”在内的3颗视频成像模
式卫星和6颗推扫成像模式卫星，
主要用于获取高分辨率可见光推扫
影像和视频影像，将为我国国土资
源普查、城市规划、灾害监测等提供

遥感服务。
此次发射任务由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具体组织实施，长征十一号海
射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研制生产。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346次发射。

一箭九星！
我国在黄海海域成功发射“吉林一号”高分03-1组卫星

新华社香港9月15日电 香港
特区政府15日宣布，将逐步有序放
宽社交距离措施。这些措施将由9
月18日零时起生效，为期7天。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
着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找出不少社区
的隐性患者，从而有助进一步稳住
疫情，特区政府有信心可继续放宽
社交距离措施，令市民可早日恢复
更多社交和经济活动。

据介绍，餐厅晚市堂食时间将
可延长至午夜，顾客人数不可超过
通常座位数目的一半，一桌最多4
人。酒吧或酒馆、浴室、主题公园等
公众娱乐场所、派对房间、夜店或夜
总会、卡拉OK场所和游泳池将可
以重开，这些场所需遵守相关规定，
如设定顾客数目上限。

另外，在公众场所进行群组聚
集的人数限制维持在4人，而所有
公众地方（郊野公园除外）需佩戴口
罩的规定继续生效。发言人表示，
特区政府将放宽目前适用于部分表
列处所的限制，包括在健身中心及
体育处所内就佩戴口罩及小组安排
的限制，让市民大众有更多运动的
机会，以保障身心健康。

香港特区政府：

将逐步有序放宽
社交距离措施

新华社莫斯科9月15日电 俄
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15
日表示，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离
开俄罗斯时，体内不存在有毒物质。

俄罗斯媒体援引纳雷什金的话
报道说，纳瓦利内在鄂木斯克市住
院后接受了所有必要检查，俄方医
生对其进行了抢救。当纳瓦利内离
开俄罗斯时，体内不存在任何有毒
物质。俄总检察院已两次向德方提
出调查纳瓦利内事件的请求，但尚
未得到回应。

纳雷什金还表示，俄方已根据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相关规定销毁了
所有“诺维乔克”神经毒剂。

8月20日，俄罗斯反对派人士、

俄反腐基金会创始人纳瓦利内在乘
坐俄一国内航班途中感到身体极度
不适。飞机紧急降落在鄂木斯克市
后，纳瓦利内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
受救治，随后被送往德国柏林沙里泰
医院接受治疗。沙里泰医院9月7日
说，纳瓦利内已从昏迷中苏醒。

德国政府 9 月 2 日发表声明
说，纳瓦利内中了一种“诺维乔克”
类型的神经毒剂。德国总理默克尔
随后表示，德国政府强烈谴责这一
事件，并要求俄政府对此做出回
答。同时，德国已向欧盟成员国和
北约盟友通报了相关情况，欧盟和
北约盟友将决定对此事采取适当的
集体回应措施。

俄对外情报局局长谈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中毒案：

他离俄罗斯时体内不存在有毒物质

新华社莫斯科9月14日电 俄
罗斯地方选举结果14日揭晓，执政
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提名的候
选人在选举中获得大胜。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14日公
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统俄
党的候选人赢得俄罗斯国家杜马
（议会下院）4个空缺席位中的3个。
来自统俄党的12名候选人以及获得

该党支持的5名候选人在俄联邦主
体行政长官选举中获胜，他们都是
现任或代理行政长官。9月13日为
俄罗斯一年一度的“统一投票日”，
即选举日。此次“统一投票日”包括
超过9000场不同级别的选举，覆盖
俄85个联邦主体中的83个，补选产
生俄国家杜马4名议员并直选产生
18名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等。

俄罗斯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胜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
统卢卡申科14日在俄黑海之滨城
市索契会晤，讨论了双边合作、白俄
罗斯局势等问题。从两国元首会谈
结果看，俄罗斯将继续帮助白俄罗
斯政府稳定局势。

分析人士认为，白俄罗斯总统
选举引发的动荡尚未平息，在此关
键时刻，卢卡申科访俄取得积极成
果，不仅展现了两国的特殊关系，也
向西方发出两国联手抵御“颜色革
命”企图的明确信号。

两国展现团结

索契之行是卢卡申科赢得总统
选举后的首次出访。普京表示俄白
两国将继续加强合作，俄罗斯还将
向白俄罗斯提供15亿美元贷款。

普京表示，俄罗斯仍然遵守双
方之间的所有协议，包括在俄白联
盟条约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
的所有协议。白方是俄方亲密盟
友，俄罗斯将履行所有承诺。两国
应在国防领域加强合作。

卢卡申科向俄方和普京个人在
白选举后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他
表示，俄白两国应在军事和经济领
域继续加强合作。就白俄罗斯最近
发生的抗议活动，卢卡申科说，重要
的是抗议者不要“逾越红线”。

就在普京与卢卡申科会晤当天，俄

白联合军演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
白俄罗斯8月9日举行总统选

举，反对派和部分民众质疑选举结
果并发起大规模抗议，导致国家局
势持续动荡。美国、欧盟不承认白
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并威胁对白
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而俄罗斯承认
这一选举结果，多次警告西方不要
干涉白俄罗斯内政。

警惕“颜色革命”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叶连娜·波诺马廖娃认为，向
白俄罗斯施压、在其内部制造混乱
的剧本恐出自美国之手，而立陶宛
和波兰是美国剧本的关键执行者。

俄专家指出，西方多年来不仅
处心积虑在俄境内发动“颜色革
命”，还对俄罗斯周边国家进行渗
透，挤压俄战略空间。西方的干涉
给欧亚地区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与乌克兰相似，白俄罗斯也是
西方与俄罗斯地缘争夺战的目标。
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并倒向西方
后，白俄罗斯成为俄罗斯抵御北约
势力扩张的唯一屏障，地缘战略地
位更加凸显。俄罗斯不能容忍白俄
罗斯也出现亲西方政权，不会坐视
乌克兰的剧本在白俄罗斯重演。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题图：9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

京（右）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
俄旅游城市索契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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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白总统会晤向西方释放明确信号

两国联手抵御“颜色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