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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因防船撞主动预警项目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31 日，分阶段封闭尖峰大

桥、井岸大桥、机场高速鸡啼门特大桥最右侧一条机

动车道和人行道。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

注意交通安全。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1年11月23日

万科红树东岸二期D区8-13栋
收楼交付公告

尊敬的万科红树东岸二期D区8-13栋业主：
万科红树东岸二期D区8-13栋将于2021年11月28日-11月30

日进行收楼交付工作，具体收楼交付详情请咨询珠海万科客户服务热线
400-990-5151，本次活动的所有细则以开发商最终公布的为准。

珠海经济特区恒盛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由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科技创新海岸北围市政道
路工程第二标段工程项目，已办理完毕竣工验收及移交手续，项目正在
进行结算工作。如有发生材料款债权债务等纠纷，请于登报之日起的十
五日内联系我司相关人员，逾期申报即视为放弃权利，有关责任由其自
行承担。

联系人：林楚涛，电话：13760686596。
特此声明。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声 明 函

珠海凯中有限公司扩建1160吨/年
原料药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第4号令）的相关规定，现将“珠海凯中有限公司扩建
1160吨/年原料药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向公众公示。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项目周围的民众和团体，公众可登录网
址http://www.aestar.com下载报告书全文查看，也可自行前往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处查阅纸质报告书。查阅期限：2021年11月22日至
12月3日。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项目环评有宝贵意见或建议，请自行下
载公众意见表并规范填写，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方式，在公示期
内提交给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小姐
联系电话：0760-88711012
电子邮件：chensj@aestar.com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88号盛景尚峰五座701

珠海凯中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一、项目名称：拱北海关2022-2023年珠海片区行政单位公务车定
点保险招标项目；二、购买招标文件时间：2021年11月25日至2021年
12月2日；三、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珠海市香洲翠仙街188号戎华大
厦5楼A座，何先生 0756-2638498；四、发布公告的媒介：招标公告在
《珠海特区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中国海关网
（www.customs.gov.cn）上发布，招标过程的澄清、答疑及其他特别公
告以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公布为准。

拱北海关后勤管理中心
2021年11月24日

（项目编号：ZCCG-G21-0408FG）招标公告

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11月
22日，由珠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主办，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
承办的2021第四届院校珠海行之
名校直通车在线上拉开帷幕，全国
百所重点高校、超200家珠海企业
等云端参与，两天来，线上观看达
9416人次。

本届活动以“珠联璧合、海纳
英才”为主题，将持续至 12 月 5
日。活动启动后，智能制造、生物
医药、综合类三大校企云端洽谈区
有序进行。格力电器、丽珠医药集
团和珠海传媒集团分别就企业发
展情况、人才培养方式及以往校企
合作模式等内容进行分享，上海交
通大学、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
武汉大学作为高校代表分享了学
校专业设置、2022年毕业生生源及
就业现状等内容。此外，各方代表
围绕企业招聘痛点、人才职业发展
规划及实习就业方案等开展重点讨
论，在探讨交流中碰撞火花，为人才
培养和发展提供参考性建议，为助
力建设校企合作互联互通搭建有效
沟通桥梁，对新时代“产、学、研”不
断升级创新及融合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

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全冠表示，随着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我国正由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迈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将开展校企合作，引育专业型、
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推向新的高
度。珠海是爱才重才的标杆城
市，珠海以环境吸引人才，以人才
引领产业，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聚集了格力电器、丽珠医药、
金山、华发集团等一大批知名企

业。未来，珠海将抢抓“四区”叠
加历史性机遇，不断加强人才工
作建设，诚挚邀请各方优秀青年
人才和项目来珠发展，力争打造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努力建设枢纽型核心城
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

本次活动还首次创新举办了三
大行业空中双选会及“职业的力量”
系列线上直播公益讲座。未来半个

多月的时间里，还将持续举办智能
制造、生物医疗、综合类3场专场空
中双选会，并且每周开设4场、共计
8场线上职业规划直播课，以公益讲
座的形式向参会高校展示珠海“职
业的力量”。直播课分为4大行业专
场，11月22日至23日为人力资源
专场，11月25日至26日为土木专
场，11月29日至30日为电力新能
源专场，12月2日至3日为医疗大健
康专场。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为增
强长者对珠海养老政策的了解，提
高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珠
海市营造“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
社会氛围，近日，市民政局联合拱北
街道茂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澳门
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组织
开展“立足湾区发展，促进珠澳融
合”养老政策宣讲会活动，为长者现
场答疑解惑。

宣讲会上，市民政局工作人员
围绕“珠海市养老服务政策”“珠海
市养老服务机构”“澳门人在珠海养
老服务政策”等内容开展深入解析，
从专业视角为他们解答困惑，让在
珠养老的港澳居民了解可享受的养
老政策。

“关于安装平安通等设备设施，
我想问问珠海有这样的服务吗？在
哪里可以办理？”“珠海市有相关适

老化的服务，可以拨打珠海市养老
信 息 平 台 的 服 务 热 线（0756-
5512345），您可按照自己的需求配
备相关设备设施。”宣讲会现场，长
者们认真听讲，踊跃发言提问，市民
政局工作人员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
专业细致地解答。

据了解，截至目前，珠海市智慧
养老信息平台自去年8月上线以来，
注册用户数超过5万余人，准入养老
服务组织745家，提供服务50万人
次，为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制度制定和
优化提供了有力的信息和数据支撑。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加强珠澳
养老服务领域合作，开展珠澳养老
服务政策跨境可携性研究，推进两
地养老政策衔接，推动澳门养老福
利政策在珠海跨境落地，探索创新
服务模式，推进大湾区养老服务协
同发展。

市民政局开展养老政策宣讲活动

现场答疑把服务送到长者身边

本报讯 记者张映竹报道：11
月24日下午，“互联网+教育”网络
主题系列活动第四场——“防范电
信诈骗，守好群众‘钱袋子’”主题活
动在梅华市民艺术中心开展。

本次活动由珠海市委网信办、
珠海市互联网行业党委主办，香洲
区委网信办、香洲区梅华街道办、香
洲区香湾街道办协办，广东彼雍德
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在活动现场，主讲嘉宾原广东
省法制教育所调研员古英桂从“老

人为什么容易被骗”“老人如何预
防电信诈骗”入手，深入浅出地揭
露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的伎俩及防
范措施，提醒老年人要保护好个人
隐私，遇到电信网络诈骗时要保持
冷静，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遇
事多向公安机关、法院等司法机关
咨询。

参与活动的市民李奶奶说：“宣
讲活动很有意义，通过宣讲，让我更
加了解如何防范电信诈骗，也增强
了我识骗、防骗的能力。”

“互联网+教育”网络主题系列活动聚焦防范电信诈骗

守好群众“钱袋子”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为
了让广大群众认识毒品的危害性，
提高拒毒防毒意识，近日，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禁毒办开展了一系
列禁毒宣传活动。

提升居民禁毒防艾意识

11月 20日，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禁毒办在石山村开展禁毒宣
传活动，向居民讲解毒品的常见种
类、毒品和艾滋病的危害、艾滋病
的传播途径和如何预防艾滋病等
方面知识。

禁毒画卷涂出毒品危害

11月 21日下午，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禁毒办在风情广场开展

“健康无毒，一起来涂”青少年禁毒
防艾涂鸦活动，将防毒技巧与预防

艾滋病知识融入画卷中，通过涂鸦
的方式，让青少年认清毒品的危害。

在农贸市场开展禁毒宣传

11月 22日下午，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禁毒办走进横琴农贸市
场，向往来居民和商铺经营者展示
毒品仿真样品，介绍新型毒品的种
类及特征，提醒大家认清毒品陷阱，
了解预防毒品危害的方法。

深入建筑工地宣传禁毒知识

11月 22日中午，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禁毒办到中建八局天沐琴
台生活区，向工人发放禁毒宣传折
页，讲解毒品种类、吸毒的危害，告
诫工人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禁毒防艾宣传走进上村

11月 23日中午，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禁毒办到上村开展禁毒防
艾宣传活动，向居民展示毒品仿真
样品，结合宣传展板和案例讲解毒
品与艾滋病的危害、如何抵制毒品
和预防艾滋病等知识。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提高群众拒毒防毒意识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近
日，广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
公室组织专家到珠海台湾农民创业
园，对珠海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自主
选育的“金橙”“翠燕”及“南珠21号”
3个观赏南瓜新品种进行现场鉴定。

专家组参观了种植现场，听取
了品种选育报告，审阅了有关资
料，经质询和充分讨论，专家组认
为3个新品种均具有特异性、一致
性及稳定性，适合广东地区栽培，
同意通过3个新品种的现场鉴定。

据了解，近年来，市农发中心
积极开展观赏南瓜新品种的选育

及审定工作，仅2017年至2019年
期间，该中心就有“巨星”“南珠11
号”等5个观赏南瓜品种获审定通
过，成为省内审定的首批观赏瓜果
品种，填补了省内审定观赏南瓜品
种的空白。市农发中心以此为契
机，建立起了类型齐全丰富的观赏
南瓜种植资源圃，并通过观赏南瓜
系列品种相关配套栽培技术的推广
应用，助力我市传统种植业向都市
农业转型升级，为推动农业生产方
式转变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促进
都市观光休闲农业新业态的形成和
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

市农发中心：

3个观赏南瓜新品种通过省级鉴定

市农发中心
科研人员介绍获
省级鉴定的观赏
南瓜新品种。

本报记者
康振华 摄

2021第四届院校珠海行之名校直通车在线上拉开帷幕。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扫描二维码参与活动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
11 月 22 日，“新动大湾区——发
布全国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倡
议书和广东三旧改造年度发展
报告暨优秀案例交流展览活动”
在广州举行，港湾 1 号科创园受
邀与会，并获颁“2020 年度旧改
标杆（十大项目）”和“2020 年度
旧改标杆案例（产业升级）”两项
荣誉牌匾。

本次优秀案例的评选由专家组
综合项目概况、项目成效、实地考
察、会员战绩等因素严格遴选，最终
港湾1号科创园获得“2020年度旧
改标杆（十大项目）”和“2020年度

旧改标杆案例（产业升级）”两项荣誉
称号。

为加强行业交流，推动城市更新
高质量发展，活动还特别设置了圆桌
交流环节，珠海市高新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婷分享了港湾1号科
创园的经验与收获。

李婷表示，城市更新背后推动的
不仅是城市空间的发展，还有产业的
更新迭代，港湾1号科创园在更新过
程中，灵活整合多种权益主体、复杂零
散用地资源，为“腾笼换鸟”充分盘活
土地资源，并坚持以精细化理念推动
空间格局、产业集群再造，从而实现了
更具创新、更有温度、更富活力的城市

更新。
从凋敝破败的旧厂区，成为享

誉省内的旧工业区更新标杆项目，
港湾1号科创园汇品牌、聚人气、建
生态，聚拢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还
有人才公寓、人才住宅、酒店、金融、
商业、展厅等配套，实现了产业升级
跨越“蝶变”。

截至目前，港湾1号科创园入
驻企业近 160 家，从业人数超
8000人。园区主要以软件和集成
电路、移动互联网为主导产业，吸
引了奇安信华南总部基地、小米科
技、亿智电子、金山西山居、中德人
工智能研究院、岭南大数据研究院

等知名企业机构入驻。其中，高新
技术企业30家，珠海市独角兽培
育库入库企业12家，规模以上企
业37家。

基于港湾1号科创园的成熟经
验，高新建投正加快推广运营以

“港湾”命名的产业园系列项目（港
湾2号-7号），升级为“港湾1+”模
式：通过连片开发，产业组织更集
聚高效、配套业态更完善发达；通
过总部政策、渠道突破及打造产业
会客厅的招商模式招才引智；通过
产业生命周期全覆盖模式扶助企
业发展；通过产业配套模式响应人
才需求。

更具创新 更有温度 更富活力

高新区旧改项目获评广东省“旧改标杆”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珠海
市香洲区与遵义市务川自治县相
隔千里，却因东西部消费协作联系
在了一起。记者昨日从香洲区获
悉，自今年4月，珠海市香洲区与
贵州省遵义市务川自治县结对帮
扶以来，双方携手、同向发力，深入
发掘务川自治县的优质农特产品，
开展香洲、务川两地的广泛合作，通
过消费带动，助力“黔货出山”。截至
目前，顺利实现务川消费协作突破
1.5亿元。

据介绍，利用广东省广阔的消费
市场和大湾区的优势地理位置，解决
贵州农特产品的“卖难”问题，让深山
里的花椒、食用菌、辣椒、牛肉干等走
上广东人的餐桌，从而促进农户不断
增收致富，是“粤黔”东西部协作的重
要工作之一。

产业协作、消费协作、劳务协作是
东西部协作的三个重点工作。而消费
协作又是解决农特产品“卖难”问题的
最直接手段。过去，深山里的农特产
品卖不出去，烂在地里的情况时有发

生，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香洲区
派驻务川工作小组积极落实《珠海
市遵义市对口协作协议》精神，主动
发挥大湾区电商资源丰富和香洲区
作为珠海市主城区人口多、机关事
业单位多、学校医院多的“三多”优
势，采取“龙头企业带动、线上线下结
合、文旅发展与农特产品相互促进”
的销售推广策略，较好地促进了务
川农特产品走出深山、走向广东。

其中，香洲区引导国韵生物、天
融集团等多家电商平台开展农特产

品销售合作，将务川农特产品上线
销售，不断拓宽协作销售渠道。务
川出产的牛肉干、香榧、黄金豆干
等深受消费者喜爱，线上销售额逾
899万元。截至目前，珠海市先后
有12家电商企业到务川对接农特
产品消费协作事宜。

据悉，接下来，务川的农特产
品、精品水果、生鲜蔬菜等，将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珠海人的餐桌上，将
极大地丰富大湾区居民的饮食材
料选择。

香洲区助力“黔货出山”

实现务川消费协作突破1.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