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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好帆悬开新局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谱写新篇章

公 告
为保障相应权属人权益，现对珠海市香洲区南溪城中旧村更新改造中核查的下列权属不明房屋予以公告。如

对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本人携带身份证明及相应证明材料至我司（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南溪村金福街一号，联系电
话:0756-8611079）申报。

特此公告。
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

202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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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地址

金福街160号

南安街74号

南安街133号
南安街135号

南安街150号

南安街251号

南安街313号

南安街289号

南安街73号

南安街 218 号之
二

南安街72号

东信街39号

东信街134号

东信街144号

东信街153号

土地证权属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卡》

编号：04020712****8
邓康乐（殁）、邓康怡(殁）、邓国威

用地面积：393.16㎡ 分摊面积：131.05㎡
建筑占地面积：131.05㎡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珠府集建字【1990】第07120***1号

陈祝（殁）：440401220****04
用地面积：142.04㎡ 建筑占地面积：77.57㎡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曾肇强（殁）

用地面积：122.98㎡ 建筑占地面积：122.98㎡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珠府集建字【1990】第07120***0号
杨群：A686***（6）

用地面积：25.76㎡ 建筑占地面积：25.76㎡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珠府集建字【1990】第0402 07120***8号
陈宜（殁）

用地面积：28.80㎡ 建筑占地面积：28.80㎡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珠府集建字【1990】第07120***2号
陈志仪：E25***7（4）

用地面积：146.94㎡ 建筑占地面积：85.38㎡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珠府集建字【1990】第0712***30号 卢四妹（殁）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林兴

用地面积：166.62㎡
建筑占地面积：39.93+39.93=79.86㎡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吴杏红（殁）
用地面积：92.72㎡ 建筑占地面积：77.55㎡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梁华欢（殁，吴杏红叔子，无后人）

用地面积：33.98㎡ 建筑占地面积：33.98㎡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珠府集建字【1990】第0712***31号
洪仲平：A10***3（7）

用地面积：440.91㎡ 分摊面积：110.22㎡
建筑占地面积：41.36㎡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珠府集建字【1990】第07120***3号

洪仲驹：A36***3（A）
用地面积：440.91㎡ 分摊面积：110.22㎡

建筑占地面积：41.36㎡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0712***99

薛润常：A56***（2）
用地面积：68.2㎡ 建筑占地面积：45.6㎡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珠府集建字【1990】第0712***09号

卢光汉（殁）：A91***2（5）
用地面积：93.5㎡ 建筑占地面积：54.2㎡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0712***45

黄强：B6***85（4）
用地面积：83.1㎡ 建筑占地面积：62.5㎡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卡》第040207120***8号
黄享（殁）

用地面积：117.00㎡ 建筑占地面积：50.00㎡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卡》第04020712***48号

林润标
用地面积：67.50㎡ 建筑占地面积：23.60㎡

测绘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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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测绘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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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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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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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旧村改造项目不明权属名单

珠海市人民政府致
全市环卫工人的慰问信

全市环卫工人同志们：
你们辛苦了！

在广东省第二十八个环卫工人节到来之际，珠海

市人民政府谨向全市环卫工人致以节日祝贺、亲切慰

问和崇高敬意！向长期关心和支持珠海环卫事业发

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和环卫工人亲属表示诚挚感谢！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市广大

环卫工人发扬“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环卫精

神，用辛勤劳动和汗水换来了珠海城市的靓丽和美

好，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爱国卫生运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市容环境服务保障方面

成效突出，值得肯定。在此，由衷感谢每一位爱岗敬

业的“城市美容师”为全市市民提供了干净、整洁、有

序的城市环境。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更加重视环境卫生保护工作

尤其是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关心、关爱、保障环卫工人

权益，推动我市环境卫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市环卫

系统党员干部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继续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昂扬

的精神状态，传承好发扬好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以

更大决心、更强信心、更有力举措坚决打好全市垃圾

分类攻坚战，持续开展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百日

攻坚”行动，擦亮生态环境珠海这张名片，为珠海加快

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化经济特区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广大市民要进一步增强主人翁意识，爱护市容

环境、尊重环卫工人、提高垃圾分类意识，做文明珠

海人。同时，请每一位环卫工作者务必注重个人疫

情防控和环卫作业安全，落实各项防护措施，确保健

康、平安！

最后，衷心祝愿全市环卫工作者节日愉快、身体

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21年10月26日

共和国版图上，东北举足轻
重——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
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
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
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
发展大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来到东北考察，下农田、进
车间、到厂矿、访民居……足迹踏
遍白山黑水；多次在全国两会期间
专门到东北三省代表团参加审议，
共商振兴大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
东北振兴之策，为东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指明了方向，作出了全
面部署。

情系黑土地，殷殷关切意。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东北以滚石上山的韧
劲爬坡过坎、迎难而上。如今的黑
土地，正日益成为改革的热土、开
放的厚土、发展的沃土，焕发出崭
新气象。

牵住营商环境这个“牛鼻子”

168个项目，签约额近2700
亿元——刚刚落幕的“辽洽会”
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来
自欧美日韩等25个国家和地区
的260家重点企业纷纷来到辽宁

“淘金寻宝”。
不仅是辽宁。今年6月召开

的“亚布力之夜——黑龙江省投资
合作交流大会”，签约额超千亿
元。9月长春举办的第十三届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签约总投资
1900多亿元。

早在2014年，东北经济增速
出现明显回落，引发广泛关注。营
商环境之弊曾是东北振兴之痛，坊
间流传的“投资不过山海关”可见
一斑。

东北振兴事关国家发展全
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推动，擘画新时代东北振兴新
蓝图，东北振兴迈上了新的历史
起点。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2018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

兴座谈会时强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
基础，全面深化改革。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
林考察时强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
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东北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由此得
到廓清：东北振兴，不是仅靠上几个大
项目就能实现的。要想重振雄风必须
重塑环境！

东北全新出发，牢记总书记嘱托，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突破口倒逼改革加
速度。

——办事不求人，用好“法”的力
量。东北三省相继实施规范营商环
境省级法规，辽宁还专门成立了监督
机构，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这些
都为企业办事开好了“正门”，堵住了

“旁门”。
——审批少见面，做好“简”的文

章。辽宁推行“一网通办”达100%，
多地开展不见面审批改革试点；吉林
推广市场主体准入“e窗通”服务，民
营企业开办可全类型、全区域、全流程
电子化办理。

——最多跑一次，抓好“快”的服
务。吉林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个工
作日以内；黑龙江积极探索“办照即经
营”“准入即准营”等改革措施……

今年上半年，辽宁、吉林、黑龙江
三省经济增速分别为9.9%、10.7%、
10.3%，形成了稳中加固的发展势头。

“营商环境过了关，投资就能跨过
山海关。”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
东表示，近年来，东北营商环境的改善
看得见摸得着，对投资者越来越有吸
引力。

以新动力展现新气象

东北经济如何焕发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东北等

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不能再唱“工业
一柱擎天，结构单一”的“二人转”。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
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
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依靠创新把实
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坚持凤凰涅
槃、腾笼换鸟，积极扶持新兴产业加快
发展，尽快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

摆脱“二人转”，奏响“交响乐”。
东北经济正发生着一次涅槃之变。

——向创新要动力。

10月 16日，辽宁阜新的嘉寓
光能科技（阜新）有限公司，4万平
方米的车间热火朝天，其拳头产
品“双真空太阳集热管”正在加紧
生产。

“这款产品供不应求，订单已排
到明年9月。”公司总经理葛小磊
说，“我们手握大批专利。有了金刚
钻不怕揽不到瓷器活儿。”

近年来，一批像嘉寓这样的创
新型“新苗”，在东北悄然改变着产
业结构。今年上半年，东北三省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1.1万户，科
技型中小企业超1.3万户。

——向改革要活力。
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国有企业要“借
东风”，激发内生动力，在竞争中增
强实力。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东北国企改革按下了“快进键”。

敢于啃硬骨头，处理历史包
袱。以鞍钢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国
企，解决了沉积多年的“大集体问
题”，卸下了沉重包袱，让企业脱下

“棉袄”在市场海洋里游泳。
敢于涉险滩，实施战略重组。

招商局集团入主辽宁港口、中国通
用集团接盘沈阳机床、鞍钢本钢两
大钢企重组，“央地混改”模式蹚出
了一条新路。

敢于闯难关，力推三项制度改
革。以中国一重、哈电集团为代表
的一批大国重器狠抓劳动、人事、分
配制度改革，不仅实现了节本增效，
还大大激发了内生动力。

改革添活力，老树开新枝。今
年以来，东北一批老牌企业效益连
创佳绩。上半年，鞍钢集团盈利突
破200亿元，一汽解放净利润同比
增长52%；1至9月中国一重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38.1%。

——向开放要合力。
从20世纪90年代就落户辽宁

的松下电器，目前在辽宁已有11家
企业，员工有1万多人，产值超过
100亿元。

“东北振兴是中国的重大战
略，我们在这里投资很有信心。”松
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副总裁赵
炳弟说。

奏响振兴交响乐，开放至关重
要。东北发挥区位优势，深耕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朋友圈”越
来越大。

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三届中国—
东北亚博览会上，东北亚国家商品
展区里，共设置了160个展位，其中
韩国 60个、日本 54个、俄罗斯 34
个、蒙古国12个，各国客商纷纷抢抓
东北商机。

绿色发展塑造新优势

秋日查干湖，天高云淡，烟波浩
渺。

59岁的鱼把头张文看水流、找
鱼花、观风向，寻找着下网点。

2018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查干湖，希望乡亲们守护好查干
湖这块“金字招牌”，让生活“年年有
鱼”。

“现在查干湖水更清了、鱼更肥
了、人更富了。真想让总书记再来
看看。”张文笑着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
环境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
贵资源，也是振兴东北的一个优
势。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优先位
置，坚持绿色发展。

如今，黑土地上已结出生态发
展的累累硕果：

——水更清。
辽宁营口大辽河入海口，4000

多亩的永远角湿地芦苇摇曳，海鸥
翔集。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
一座“垃圾山”。

经过多年治理，作为东北母亲
河之一的辽河，流域水质优良率已
达到良好水平，水质排名首次进入
全国七大流域“前三甲”。

——天更蓝。
秋收时节，在辽宁省昌图县东

兴村，村民们一边收获玉米，一边打
包秸秆。“原来秸秆一烧了之，现在
成了紧俏货，一大包少说赚20元。”
村党总支书记吴艳良说。

东兴村是东北推行秸秆综合利
用的缩影。东北全力打响蓝天保卫
战，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淘汰落后锅
炉，目前东北三省全年空气优良天
数占比均超过85%。

——山更绿。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个横跨

吉林和黑龙江两省、面积达1.4
万平方公里的公园，野生东北
虎和东北豹的数量已攀升至50
只和 60 只，打破了外界关于

“野生东北虎将在中国绝迹”的
预言。

大小兴安岭全面落实停伐，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覆盖率已达
84.89%，森林抚育、补植补造、人
工造林达178.4万公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利用东北地
区的独特资源和优势，推进寒地
冰雪经济加快发展。

用足资源，转化优势，冰雪
经济正逢其时。

北京冬奥会临近，拥有独特
冰雪资源的东北迎来新机遇。
雪乡、冰雪大世界、“北极”漠河、

“东极”抚远，正吸引四面八方游
客。

激流勇进，风帆正劲。新
时代东北振兴虽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但实现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还有不少“娄山关”要
闯，“腊子口”要过。东北唯有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能不
负重托，谱写黑土地上的新传
奇。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梅广

近日，桂山镇桂山村红白理事
会挂牌成立，旨在通过理事会指导
规范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宴请规
模和形式，引导村民移风易俗，婚
丧嫁娶“瘦身”简办，树立文明、绿
色、节俭新风尚。（《珠江晚报》10月
23日04版）

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嫁娶
大操大办，是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农
村一些地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盲
目攀比的风气依然盛行，村民婚丧
嫁娶的礼金支出更是水涨船高。婚
丧嫁娶、添丁增岁等各种由头引起
的人情消费，已成为农民日常生活
中的一种新负担，很多人对此苦不
堪言。

为营造文明节俭办理婚丧事宜
的良好氛围，减轻因不断升格的宴
席费用和“份子钱”“随礼”给村民带
来的经济压力，桂山村成立由村党
支部、村委会成员及党员、群众代表
组成的红白理事会，并通过制定《红
白理事会章程》，对村里婚丧喜庆操

作及服务等事宜设立了规范标准。
有了这个规范标准，村民操办红白
喜事也就有了一个“硬杠杠”，无论
是婚丧嫁娶，还是满月酒、谢师宴等
各种宴请，也无论事主是富裕还是
贫穷，大家都无需攀比，一切以节俭
为原则，新办简办、不能滥办。这样
一来，不仅大大减轻了事主的经济
负担，同时，村民也不用再为不堪重
负的“人情债”而苦恼，避免了无谓
的浪费，净化了乡风民风。

乡村红白理事会属于村民自治
性质的社会组织，成员从村民中产
生，所针对的也是广大村民极为反
感的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乱立名目
宴请等不良习俗。因而，由红白理
事会出面“操办”村里的婚丧嫁娶等
事宜，是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监督的具体实践，因其办实
事、接地气、贴人心而更容易得到村
民的理解和支持。

当然，也应该看到，婚丧嫁娶对
每个家庭而言都是一件大事，提倡新
事新办、喜事简办，并不是要让人们
有事不办。所以，乡村红白理事会在
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陈规陋习的同时，
也要充分尊重本地的村情民俗和村
民意愿，在不违反规范标准的前提
下，积极主动地为有办事需求的村民
提供各种支持与帮助，用热情服务提
升村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这样才能
让文明新风尚更加深入人心。

红白理事会“理”出文明好乡风

□沈峰

为倡导学习模范、崇尚模范、争
当模范的社会风尚，引导人们争做
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
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按照从严
把关、规范评选的原则，经逐级推
荐、专家评审及公示等环节，日前，
香洲区评选出 2021 年度“香洲好
人”16名，包括助人为乐好人5人、
敬业奉献好人7人、孝老爱亲好人2
人、见义勇为好人2人。截至目前，
共有 284 人被评为“香洲好人”，其
中13 人获评“中国好人”，130 多人
被评为广东省、珠海市道德模范或
好人。（本报10月25日06版）

近年来，珠海涌现出的每一位
好人、道德模范都让人敬佩，他们将
善良、敬业、诚信、坚韧、勇敢、无私、
孝敬等良好品质通过实际行动传递
出去，为社会传递一份温暖。

目前，崇德向善、敬业奉献、助

人为乐等优良风尚，已潜移默化地
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一批又一
批的市民传递着平凡善举，激励我
们“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市民身体力行地传播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人们看到
凡人善举是城市文明牢固的基石。

道德榜样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引
导和启迪。德不厌小，点滴滋润；善
不拒微，聚沙成塔。时代的进步需
要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来引领，社
会的发展需要道德楷模的力量来推
动。建设和弘扬“好人文化”，让“好
人精神”直抵人心，才能塑造全社会
向善的社会风气，真正凝聚温暖力
量。只有人人争当良善社会的播种
人，社会才能更加充满道德温度。

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现实生活
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身体力行地帮
助他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一步唤醒社会崇德向善的
力量，让凡人善举成为社会主流。

让凡人善举成为社会主流

□江德斌

如今，随着大家的网络消费越
来越多。不少消费者都发现，要想
在一些网络平台消费，需要购买平
台上的虚拟币，然后再通过这些所
谓的币，购买商品或者服务。可一
旦消费者不想消费需要退款时，却
困难重重。这是怎么回事呢？（10
月25日央视财经）

现在很多网络平台为了聚集人
气，鼓励用户使用平台功能、消费产
品服务，大都采取了积分制，还有的
发行了虚拟币、代币等，用户可以
充值购“币”，再用“币”去兑换商
品、服务，用户还可用“币”相互打
赏、交易等。

用户在网络平台上充值购币，
只是将钱以虚拟币的形式，暂存于
平台的账户上，虚拟币虽然不是钱，
但二者之间有等价交换关系，这就
是用户的虚拟财产，所有权非常明
晰。由于受到平台的规则限制，虚
拟币只能在平台内部使用，如果用
户未将虚拟币用掉，意味着这部分

虚拟财产仍属于用户，用户有自由
处置的权利。

目前，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条
款，有的直接声明不支持退款；有的
则是直接要求买“币”，然后在平台
内用“币”消费，买“币”之后，不能退
现金。所有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
规定，都属于平台的霸王条款，涉嫌
强制消费，不被法律所支持，当属无
效条款。因此，用户在遭遇平台“只
退币不退款”时，应坚决说不，可以
向消协投诉，或者寻求法律途径维
权，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网络平台依仗市场优势地位，
制定不合理、不公平的积分制度，在
操作过程中，采取“只退币不退款”
的策略，对广大用户的虚拟财产权
益构成侵害，凸显平台垄断霸权。
对此，监管部门可依照相关法规，依
法打击平台霸权，明确平台积分、虚
拟币的发行和使用范围，督促平台
规范操作，不得有违法律法规，禁止
只能使用积分、虚拟币购买平台商
品和服务的不当规定，保障用户自
由退币退款的合法权益。

平台“只退币不退款”，霸王条款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