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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珠海高栏港）有限公司提出珠海格力高
端智能电器（高栏）产业园项目装卸码头施工期工程用
海申请，用海期限为三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我局对该用海项目的海域使用

权设置进行了初审，现予公示。请对该用海项目有异
议的利害关系人或单位，在2020年10月11日至2020
年10月17日内，将书面材料送交我局反映情况。逾期
无异议，我局则按法定程序报批。

联系人：刘栩烽，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
口岸大厦321珠海高栏港经济区海洋和农业局（邮
编519000），电话：0756- 7716251。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海洋和农业局
2020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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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高端智能电器（高栏）产业园项目装卸码头施工期用海工程

该项目位于珠海市高栏港区装备制造基地北区黄茅海作业区的海域

11.5850公顷

北纬

22°00′43.219"

22°00′47.962"

22°00′52.710"

22°00′50.719"

东经

113°08′23.897"

113°08′30.974"

113°08′27.314"

113°08′24.364"

序号

5

6

7

8

北纬

22°00′51.764"

22°00′53.758"

22°01′00.633"

22°00′55.890"

东经

113°08′23.552"

113°08′26.506"

113°08′21.207"

113°08′14.130"

珠海格力高端智能电器（高栏）产业园项目装
卸码头施工期用海工程申请海域使用权公示

根据红旗镇人民政府提交的彭瑞昌房改房用地土地
使用权确权的有关事宜,我分局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
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国土(籍)字第26号)对该宗地
权属情况进行审核。根据珠海市测绘院出具的《珠海市
不动产权籍调查报告》(编号:20201715),现将该宗不动
产权籍调查成果公告如下:

土地位置: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光明街一巷3号；
共有使用权面积:121.07平方米；
分摊面积:40.36平方米；
土地用途:住宅；
土地权属人: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
土地权属性质:国有；
土地权属来源:划拨；
土地四至:北:空地；东:光明街二巷；南:巷子；西:光

明街一巷。
界址坐标:
1.X:2449884.016,Y:99171.259；
2.X:2449887.595,Y:99178.020；
3.X:2449884.855,Y:99179.470；
4.X:2449883.709,Y:99177.305；

5.X:2449880.880,Y:99178.802；
6.X:2449882.026,Y:99180.967；
7.X:2449879.286,Y:99182.417；
8.X:2449878.140,Y:99180.252；
9.X:2449875.312,Y:99181.748；
10.X:2449876.458,Y:99183.914；
11.X:2449873.718,Y:99185.364；
12.X:2449872.572,Y:99183.198；
13.X:2449869.744,Y:99184.695；
14.X:2449867.311,Y:99180.099。
如对上述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我分局(地址:金湾区红旗镇广安路68号,
电话:7262081)申请复核。逾期未提出异议的或异议不
成立的,我分局将按上述结果将土地使用权确权至珠海
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名下。

特此公告。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金湾分局
2020年9月21日

(联系人:余丽君,联系电话:7262081)

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审核结果公告

上海出品时代报告剧《在一起》
近日收官。3月，写剧本；4月初，搭
建场景、开机拍摄；6月，后期制作；
9月末，全网上线。这部塑造抗疫
一线可歌可泣的平民英雄群像剧，
网络评分8.9分。据悉，该剧有望
登陆HBO（美国最大的电影频道），
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抗疫时光。

《在一起》每两集一个独立故
事，10个故事汇成 20集系列剧。
这部剧的主创阵容强大，导演沈严、
刘海波、刘江、汪俊、张黎、曹盾……
个个名号响当当。张嘉益、谭卓、梅
婷、雷佳音、倪妮、刘敏涛、倪大红
……一线演技派携手流量明星倾力

加盟。
当然，这部剧最打动观众的还是

它融合了“艺术与真实”。网友点评
说：“明明是个电视剧，却像纪录片，回
到2020年初的那个冬天。只要齐心
协力，我们的春天一定会到来的。正
如现在，虽已入秋，但因为有那些时光
的奋力拼搏，让我们不畏寒冷。”抗疫
医生、护士，甚至普通人如你或我，都
能在剧中找到情感共鸣。

方舱、火神山……这些疫情期间
发挥重要作用的地点，在剧中几乎同
型“复原”。逆行的医护、惶惶不安的
病患、白天送药晚上接送医护的外卖
小哥……所有人“在一起”，成为年初

这场疫情的集体记忆。在剧中，可
以看到那些在社区和乡村间不遗
余力宣传、巡逻的工作人员，还有
让人倍感熟悉、循环播放的防疫口
号；可以看到为了方便穿脱防护
服，方便工作，毅然剪短发的医护
人员；当初的“网红”拎大刀的大爷
也上线了……

除了真实的故事之外，剧中也
展示了平凡英雄的真情流露。《生命
的拐点》里，张嘉益扮演的张汉清既
有“定海神针”般的魄力，也有脆弱
的一面，他对徒弟谭松林（周一围
饰）说:“等我慢慢失去知觉，慢慢缩
成小小一团的时候，你还要认我这

师傅，经常推我出来吃碗热干面。”
《摆渡人》中倪妮扮演的是一个年纪
不大的急诊科护士平小安，在疫情
最严峻的二十几天里，她眼见身边
的同事在救助病人时被感染，连续
多日没有休息的她一下子崩溃了，
突然决定辞职离开，她在雨中的发
泄，真实展现了一个年轻护士内心
经历的挣扎……

英雄也是凡人，也有七情六欲，
才能与观众“在一起”同呼吸共命
运。就是这群平凡人，带着我们迎
接盎然春意，让我们得以在金桂飘
香时节和家人团圆赏月，在黄金周
欢笑着和亲友共聚。 （新华网）

时代报告剧《在一起》海报。 资料图片

9日，电影《唐人街探案3》宣布
重回春节档，将于2021年大年初
一上映。时隔9个月，信守了和观
众们“三十晚上年夜饭，大年初一
看唐探”的约定。同时发布的还有
全新的定档预告与开门见喜版海
报。预告中侦探们的卡丁车向镜
头呼啸而来，宣告着新一轮的较量
也正式拉开帷幕。海报则让人感
到了唐探熟悉的年味，所有主创都
开心地朝门外张望，仿佛在等你过
年回家。

电影《唐人街探案3》是唐探系
列里程碑式的作品，一系列“破纪
录”表现也足以说明观众对它的期
待。预售票房23小时破亿元，打
破华语电影纪录；总预售更是突破
3 亿元，取得了春节档首映日票
房、上座率、场均人次等全满贯成
绩。虽经历撤档，但一直牢牢占据
着淘票票、猫眼双平台想看人数的
影史第一名。此次回归，无疑再次
成为2021春节档票房冠军争夺的
头号热门选手。

电影《唐人街探案3》中，唐仁
秦风受野田昊之邀，来到本格推理
的热土东京，三人和杰克贾组成

“亚洲侦探联盟”，将携手破解唐探
系列以来最困难的案件。在不断
靠近真相的过程中，神秘Q也迎来
现身……王宝强、刘昊然、妻夫木
聪、托尼贾以及长泽雅美、染谷将太、
铃木保奈美、浅野忠信、三浦友和等
国际知名演员在预告中纷纷亮相。

此外，唐探系列前两部电影作
品中的关键人物 KIKO（尚 语 贤
饰）、宋义（肖央饰）、思诺（张子枫
饰），网剧《唐人街探案》的林默（邱
泽饰）、Ivy（张钧甯饰）也将加盟。
不难发现，整个唐探系列故事正在
慢慢形成闭环，而电影《唐人街探案
3》则会成为唐探系列故事的关键节
点。

据了解，电影《唐人街探案3》
全程使用了ALEXA IMAX摄影
机拍摄，不仅是系列最高制作水准，

也是为大银幕量身打造。最极致
的取景范围，让这次的喜卷东京之
旅更具沉浸感。秋叶原、涩谷、新
宿等东京地标，许多世界影史上鲜
少出现的场景，让观众笑够爽够的
同时大饱眼福。 （新华网）

《唐人街探案3》回归春节档
2021大年初一开门见喜

《唐人街探案3》开门见喜版海报。
资料图片

新华社洛杉矶10月 9日电
作为北美最大的中式古典园林，
美国洛杉矶亨廷顿图书馆内的流
芳园（亦称“中国园”）扩建完成后
9日开始对公众开放。

据图书馆方面介绍，流芳园
园区从2008年开始对游客开放，
2014年完成部分扩建。此次扩
建新增望星楼、集贤院、笔花书
房、环翠阁、翠玲珑和映水兰香等
多个景点，总面积扩至约6.07万
平方米。

此次扩建耗资2460万美元，
使整个流芳园的造价达到5460
万美元，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当地
社会个人和机构捐款。

亨廷顿图书馆董事长卡伦·
劳伦斯表示，扩建后的流芳园将
进一步呈现中国文化和传统园林
之美，为具有百年历史的亨廷顿
图书馆开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篇
章。

亨廷顿图书馆植物园负责人
詹姆斯·福尔瑟姆说，流芳园既传
承了中国古典园林风格，又把国
际合作与跨文化交流的新意融入
其中。流芳园成为世界一流的美
景，是20多年无数人共同努力的
结果，其中包括来自中美两国的
慷慨捐赠者、设计师和建设者以
及辛勤工作的员工和志愿者等。

受疫情影响，流芳园扩建完
工后推迟了约 5 个月才对外开
放。为确保参观者的安全，图书
馆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防控措施，
包括提前预订、佩戴口罩、保持社
交距离、单行限流等。

有幸“抢到”首日门票的诸多
游客对扩建后的流芳园赞不绝
口。大学教师斯蒂芬是其中之
一。他说，流芳园对于美国民众
而言就是“中国文化最直观的载
体”，尽显中国古典园林的和谐雅
致、明媚秀丽。

重启流芳园
北美最大中式古典园林

扩建完成对外开放

据新华社巴黎10月9日电 随
着世界第一焦科维奇（又译“德约科
维奇”）在半决赛决胜盘以6∶1战胜
5号种子西西帕斯，第56次“德纳
决”将在法网决赛中上演。焦科维
奇与纳达尔，现世界排名前两位的
网球选手将在罗兰加洛斯的菲利
普·夏蒂埃球场再次上演巅峰对决。

在此前两人的55次交手记录

中，焦科维奇以29胜26负稍占上
风。但是如果只论大满贯赛场，纳
达尔则以9胜6负占据优势，如果
将范围进一步缩小到法网，西班牙
人的战绩则是压倒性的6胜1负。

事实上，有着“红土之王”称号
的纳达尔对阵焦科维奇的大部分胜
利都来自红土比赛，两人的24次红
土交锋，纳达尔赢下了17次。

9 日，焦科
维奇在比赛中
回球。

新华社发

9 日，纳达
尔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法网：“德纳决”安排上了！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9日，
中国田径协会官网公布2019年中国
马拉松等级赛事及特色赛事评定结
果，评出118个金牌赛事、74个银牌
赛事、82个铜牌赛事，此外还有多个
项目获评特色赛事荣誉。横琴马拉
松（以下简称“琴马”）获得两个头衔，
分别为铜牌赛事及最美赛道赛事。

中国田径协会等级赛事认证，
是国内对马拉松赛事的最高规格认
证。为加强对马拉松赛事的管理监
督，规范马拉松运动健康发展，田径
协会在评选过程中围绕赛道选择、
赛事组织、宣传营销、文化展示等细
节进行评比。

横琴马拉松于2018年开始举
办，是粤港澳大湾区极具特色的马
拉松赛事之一，填补了珠海“全程马
拉松”的空白。比赛在横琴国际休

闲旅游岛举行，是充满海岛风情的
环岛特色马拉松。从中国田径协会
A1级赛事起步，“琴马”经过两年努
力，得到全面提升，收获2019年度
铜牌赛事荣誉。

2019年赛事起点位于横琴金
融产业服务基地，途经横琴口岸商
圈、天沐河两岸、粤澳合作中医药科
技产业园、星乐度乐园、花海长廊、
智慧岛等，沿线全方位展示横琴国
际休闲旅游岛景观以及横琴日新月
异的发展成果，故本届赛事评定中

“琴马”也获得最美赛道殊荣。
2020年，“琴马”组委会在5月

推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公益线上
跑；10月将推出珠海最美赛道暨五
佳跑步路线评选活动，路线涵盖珠
海全区域典型路线，同时即将发布
2020年横琴马拉松赛事信息。

2019年中国马拉松等级赛事评定结果出炉

横琴马拉松获铜牌

10 月 9 日，
巴西队球员马
基尼奥斯在比
赛中庆祝进球。

当 日 ，在
2022 年世界杯
南美区预选赛
首轮比赛中，巴
西队以5比0战
胜玻利维亚队。

新华社发

20222022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

巴西胜玻利维亚巴西胜玻利维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