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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发绿洋湾花园4-7栋办证通知
尊敬的业主：

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情侣北路铜鼓街88号华发绿洋湾
花园4-7栋现已取得《商品房地产权权属证明书》，即日起
可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申请办理前请确认您所购的
商品房（以下简称“该商品房”）已付清全部房价款及其他应
付款项、已办结《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签备案手续，如您已
完成上述手续，请按以下程序办理：

1、请您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代领资料的须携带公证
委托书）前往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情侣北路铜鼓街88号华
发绿洋湾花园销售中心签约室，向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领
取相关缴纳税费（含契税）资料。（若该商品房的实测面积与
预测面积存在差异，您需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关约
定与我司办理面积误差部分房价款的退补手续及履约保证
金（若有）补交手续，待您办妥上述手续之后方可领取相关
缴纳税费（含契税）资料。）

2、若您符合契税优惠条件的，需您本人持相关缴税资料
自行前往珠海高新区税务局办理缴纳税费（含契税）事宜。若
您不符合契税优惠条件的，您可以选择自行前往或委托办证

律师前往珠海高新区税务局办理缴纳税费（含契税）事宜。
3、您须于2022年4月28日前或按照相关协议约定期

限，将《税收完税证明》提交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若您委托
办证律师缴纳税费（含契税）的，无需提供《税收完税证
明》），并按照要求提供办理该商品房《不动产权证书》所需
的全部资料。

4、如您未能按本通知函第3条通知的时间提交《税收完
税证明》及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所需的全部资料，导致该商品
房未能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取得
《不动产权证书》，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将由您本人承担。

5、为使您能顺利办理相关手续，请提前与广东朗乾律
师事务所预约领取相关资料，并详细咨询办理细则，联系电
话：0756-8301959。

6、珠海高新区税务局地址：珠海市香洲区软件园路1号
南方软件园A2栋三楼；联系电话：0756-6348910 或12366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 14:30-17:30）。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O二二年四月八日

遗失声明
珠海市家淇淇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恒晖制衣有限公司遗失
报检专用章壹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蔬鲜生农产品配送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发票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蔬鲜生蔬菜水果

店遗失公章一枚，印章编码4404020
0015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龙明达日杂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040260001
89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粤C32450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4063001371，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清波儿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
废。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当前，“产业第一”的冲锋号已
经在全市吹响。锚定“产业第一”
战略，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
区，珠海如何牢牢抓住高新技术企
业这个“牛鼻子”，做大做强创新主
体增量？又如何突破自身短板，营
造更有利于高企培育的生态环境？

记者了解到，我市高企政策奖
补力度在珠三角各地市中处于中
等水平。根据《珠海市推动高新技
术企业树标提质的行动方案
（2018-2020 年）》的有关政策措施
要求，市财政将对当年通过认定的
高新技术企业给予10万元资助。
同时，综合评估企业的创新综合实
力、成长性、税收贡献和专利产品
后，对全市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前
50名、税收贡献排名前50名、成
长性排名前 50名的高新技术企
业，市财政将给予每家企业10万
元资助。

此外，成功“升高”的企业，可
以享受减按15%的企业所得税税
收优惠，以及诸如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税收优惠、企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技术转让支持等多项普
惠性政策。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是成长期
的高新技术企业最渴望的‘阳光雨
露’。”市科技创新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们既要留住本土高企，也要
吸纳外来高企。通过持续优化科
技创新政策体系，建强产业链、补
齐产业链，发挥产业的集群效益，
加大对外来高企、创新创业团队的
吸引力。”

然而，在高企培育“攻坚战”
中，珠海面临的挑战同样是显而易
见的。尽管珠海的创新发展有一
定的基础，但创新主体总量偏少、
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升、科技服务
体系不够完善等，仍是珠海培育高
企路上必须突破的瓶颈。

“产业第一，高新技术产业是
王中王，归根结底是科技企业第
一，要把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摆在突
出位置。”广东省技术经济研究发
展中心副主任张志强建议，要聚焦
一批细分行业中研发能力强、核心
知识产权水平高、创新活力足、成
果产业化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管
理科学规范的标杆企业，集中各类
优势资源，实施精准服务，在项目
部署、核心攻关、强链补链以及品
牌创建、上市融资、兼并重组等企
业发展的关键领域，持之以恒地给
予专项支持，以龙头企业带动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发展，提升珠海产业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珠海要强化企业主体
地位，集中优势资源培育高新技术
龙头企业。以深圳为例（2020年数
据），在全市高企中，其占比5.4%的
大型高企创造了75.53%的工业总
产值以及77.19%的营业收入，这充
分说明龙头企业在产业带动、税收
贡献等方面的作用。张志强建议，
要聚焦一批细分行业中技术水平
高、创新活力足、市场潜力大、带动
能力强、管理科学规范的标杆企业，
尤其是集中优势资源，实施精准服
务，在研发创新、智能制造、品牌创
建、重大项目、上市融资、兼并重组、
规模上档等企业发展的关键领域，
持之以恒地给予专项支持，以龙头
企业带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
提升珠海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作为“基石”的小型
企业，在珠海高企中占比超过八
成，呼唤着更精准的政策供给，更
良好的创新生态。市科技创新局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我市
科技型企业培育的多项政策都已到
期，该局正谋划出台我市创新驱动
十条措施及系列配套政策，着力补
齐研发费后补助、创新券等适合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普惠性政策短板，
进一步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集聚人才等创新资源，完善科技管
理体制机制，提升创新治理效能。

珠海高企“加速跑”，推动着大
湾区创新高地崛起。市科技创新
局负责人表示，将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坚持“产业
第一”目标，通过构建“科技型中小
企业-高成长创新型（独角兽）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
务企业”链条联动培育机制，培育
壮大科技型企业队伍，强化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持续推动高新技术企
业提质增效，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加强科技型企业创新服务，发
挥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科技
型企业对珠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引领作用。

跃升：

聚焦“产业第一”打好高企主动仗

牢牢扭住高企这个“牛鼻子”

珠海全面吹响“产业第一”号角

走进金鼎科技工业园片区，光库科技铌酸锂高速调制器芯
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顺利竣工；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在珠
海投资建设欣旺达新能源生产基地项目，预计明年下半年投产
运营；响亮的敲锣声在珠海与上海同时响起，珠海高凌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虎年珠海第一家敲钟上市的企业……连日
来，珠海全面吹响“产业第一”号角，一个又一个好消息接踵而
至，其中不乏高新技术企业冲锋在前、奋勇争先的身影。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高企是科技创新的主要载
体。长期以来，高企工作一直是我市科技创新工作的重中之重，
珠海坚持“高企培育、高企认定、高企高质量发展”全链条推进，
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开展树标提质行动，推动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落到实处。

“十三五”期间，珠海市的高企数量从2015年的397家跃
升为2020年的2101家，增长超四倍；未来三年，力争存量超
4000家。这份成绩与决心，正是珠海高企培育和科技创新工
作的最好印证。

对肩负着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
特区使命的珠海而言，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是推动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落到实处的题中之义。然而，实现更高目标，珠海仍需
继续突破。高企“密林”如何育出“参天大树”？如何集聚人才等
创新资源，打造高技术产业集群？珠海正积极探索解题之道，一
个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正加速崛起！

采写：本报记者 佘映薇
摄影：本报记者 钟 凡

“3、2、1，敲锣！”今年3月，伴随
着数记铿锵的锣声响起，珠海高凌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凌信息”）以“云敲锣”的形式，正式在
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这家在珠
海深耕20余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迎
来了里程碑式的一刻。

高凌信息创立于1999年12月
29日，公司总部位于珠海香洲区南
屏科技工业园，占地面积25000平
方米，主营业务分为军用电信网通
信设备、环保物联网应用、网络内容
安全和网络空间内生安全四大业务
板块。

走进高凌信息大门，记者被眼前
一整面专利墙吸引住了。“科研是创
新的第一驱动力，公司很重视科研体
系建设，目前公司科研人员占全体员
工的50%，拥有已获授权专利和软
件著作权300余项。”高凌信息董事

长、总经理冯志峰介绍，仅2020年，
公司科研投入占营业收入15.18%。
高凌信息还与军队、政府机构及科研
院所建有多个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
心：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珠海分中心、广东省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和广东省网络有害信息防范
工程技术中心。

“从一个二十几人的团队成长
为近500人的奋斗舞台，从科研领军
团队的建设到成功登陆资本市场，高
凌信息的成绩来自于奋斗，也有赖国
家、省市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冯
志峰表示，“借助资本力量，接下来我
们的业务将聚焦通信和通信安全领
域，利用‘拟态防御’技术获得市场竞
争优势，引领网络空间内生安全技术
与产品创新发展，持续做大做强。”

另一边，位于保税区的高新技术
企业珠海翔翼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翔翼公司”）创新性地发布了
2022年首批科技创新项目“揭榜挂
帅”榜单，包含“飞行模拟训练设备视
景投影系统升级研发”“基于飞行航
班数据的跑道摩擦因数测算与应用”
等20个科技创新项目面向社会张
榜，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激发各类
人才创新活力。

所谓“揭榜挂帅”，是以重大需求
为导向，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
准，用市场竞争来激发创新活力的一
种科研课题分派机制和激励机制。
翔翼公司在公告中表示，鼓励揭榜方
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或其他产
学研力量，组建体系化、任务型的创
新团队进行揭榜，并优先支持公司内
部具有良好科技创新业绩的团队，鼓
励产学研用合作揭榜攻关。

对新技术的探索和应用，加速了
翔翼公司的腾飞发展。作为目前亚

洲最大的飞行培训机构，2021年，翔
翼公司模拟机训练3万余人次、理论
培训3万余人次、网络培训8万余人
次，全年累计收入同比增长 31%。
围绕“科技强训、创新强训”，翔翼公
司还打造了“翔翼大讲堂”学术特色
品牌，每年度在员工中评选公司科创
之星，持续提高科研水平、培养科技
人才。

“自2007年落户珠海保税区后，
翔翼的投资逐年‘加码’。”该公司总经
理周易之表示，一直以来，珠海尤其是
保税区航空配套产业日趋完善，合作
开展愈发频繁，在人才、技术、资金等
方面为翔翼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一个个新项目加足马力建设、一
项项新技术取得新突破、一颗颗创新
种子不断发芽、成长……在珠海这片
创新创业的热土上，放眼望去，更多
高企成长的“珠海故事”正在续写。

镜头：

特区热土上高企加速成长

一颗颗高企种子在特区热土
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如今正是百
花齐放的满眼繁华。“十三五”期
间，珠海高企存量从 2015 年的
397 家跃升为 2020 年的 2101
家，近五年年均增长率超39%，取
得了显著成效。值得关注的是，珠
海高企科技经济核心指标明显优
于同一梯队城市，特别是拥有发明
专利数、PCT申请数、净利润额领
先优势最为显著，展现了我市高新
技术企业科技投入产出大、创新效
率高特点。

2020年，全市高企工业总产
值2912.66亿元，高新技术产品产
值2843.51亿元，分别占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4565.80亿元的
63.79%、62.28%，占比均呈现上
升趋势。这些数据都凸显了高企
在全市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支撑
作用。

记者获悉，2020年全市高企
建立了1313家科研机构，成为创
新平台建设的主力军，促成了多层
次、全链条、广覆盖的协同创新体
系。高企的蓬勃发展，充分激活了
各项创新要素，释放了全市创新创
业的动能。

2020年，我市高企全部科技
项目经费支出为228.94亿元。从
事科技活动人员达7.91万人，较
2014年规模扩大了一倍。在全市
获授权专利企业中，高企以50%
的占比实现了75%以上的专利授

权在高企、98%以上的发明专利授
权在高企、86%以上的有效专利
在高企、97%以上的有效发明专
利在高企，成为我市自主创新的
主要力量。

在产业拉动效应方面，高企
更显现出引擎作用。“2018年至
2020年，珠海高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增加值增速超过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期增速，
充分显现出高企科技创新具备
的强驱动力，以及对产业拉动的
显著效应。”市科技创新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

数据显示，与我市重点产业相
吻合的高企八大高新技术领域中，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先进制造与自
动化、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与医
药领域高企总产值在全市工业企
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分别是14.95%、
13.07%、11%、9.3%、8.61%，成为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
体系优化升级的重要引擎。

在某种程度上，高企撑起了
珠海如今的经济成绩，也是城市
创新发展的底气所在。市第九
次党代会指出，今后五年，珠海
力争实现“两个突破”：地区生产
总值超 6000 亿元、城市人口突
破300万。

按计划，至2025年珠海高企
数量要达到4000家。高企增量与
存量旗鼓相当，对珠海而言，这显
然是一场“硬仗”。

解码：

高企五年间实现“井喷式”增长

翔翼公司加速对新技术的探索和应用。

珠海越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芯片生产线。

高凌信息聚焦通信和通信安全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