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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高新区南围片区A304a04管
理单元（北区污水处理厂用地）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改》批前公示
珠海高新区管委会拟在北区污水处理厂用地范围内通过地上地下复合开

发的建设模式，地下建设水质净化厂，地上建设体育设施等配套，商请我局调整
位于科技九路南侧的北区污水厂用地规划条件，由于拟调规划指标与控制性详
细规划不符，根据《珠海市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管理办法》要求，为增加城乡规划
的透明度，充分征求公众及利害关系人意见，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进
行批前公示，内容详见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官方网站和项目用地现场，公示时间
为30日（2022年6月3日至2022年7月2日）。若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有异
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我分局反馈相关意见。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书面意见注明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送（或
邮寄）至珠海市唐家镇港乐路1号大洲科技园行政服务中心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高新分局服务窗口；联系电话0756-3311003。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高新分局
2022年6月2日

兹有李玉贤持有其父亲李德仁生
前在珠海市珠海公证处所立的遗嘱
【公证书编号：（2017)粤珠珠海第
20266号】，到我处申请办理继承其父
亲李德仁生前与其配偶卓婉莲共同共
有的位于珠海市香洲人民东路131号
1单元303房的房屋（《房地产权证》编
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0744322号）。

对李玉贤的遗嘱继承申请，我处经
初步审查已受理，现特通知，如有对上

述内容异议或持有李德仁关于上述房
屋的其他遗嘱，自收到此通知之日起三
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处提出，期满无
异议的，我处将依法办理遗嘱继承。

珠海市珠海公证处
日期：二0二二年六月一日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夏美
路25号珠海市珠海公证处 联系人：
胡清会 邮编：519000 联系电话：
0756-2128564 13825609512

通 知

关于《珠海市香洲区南溪旧村连片改造
项目村（居）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表决结果的公示
2022年5月6日至2022年6月1日，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在南溪

股份合作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全体权益人分散表决大会，对“是否同意《珠海市
香洲区南溪旧村连片改造项目村（居）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采用分散表
决、实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表决有权表决人为1614人。经表决，同意
票人数为1415人，同意率为87.67%；同意率超过三分之二，表决结果为通过。

现由我司对以上表决结果予以公示，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司
将结果书面报至属地街道办事处。

公示时间：2022年6月3日-2022年6月9日（7日）；
有效反馈意见时间：公示期内；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书面意见并注明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送

（或邮寄）至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南溪村金福街
一号，联系电话：0756-8611079）。

珠海市香洲南溪股份合作公司
2022年6月3日

珠海市高新区唐家-鸡山片区A-GX5-
03b管理单元（港湾1号科创园及配套
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批前公示
根据城市更新需要，结合城市规划情况，拟对位于珠海市高新区唐家片区

A-GX5-03b管理单元，港湾大道与唐淇路交叉口西南侧的地块规划功能进行
控规修改。根据《珠海市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管理办法》、《珠海市城市更新项目
申报审批程序指引（试行）》要求，为增加城乡规划的透明度，充分征求公众及利
害关系人意见，现对珠海市高新区唐家-鸡山片区A-GX5-03b管理单元（港
湾1号科创园及配套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进行批前公告，内容详见珠海
市自然资源局、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官方网站和项目用地现场，公示时间
为30日（2022年6月3日至2022年7月2日）。若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有异
议，可在公示期内向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更新局反馈相关意见。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书面意见送（或邮寄）至高新区唐家湾镇金鼎南方软件
园A3栋二楼，联系电话：0756-3633371。信息反馈时需注明联系人、联系方
式、联系地址，以便进行意见回复。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更新局
2022年6月3日

声 明
珠海市坚驰旅游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通过决定，同意将珠海市坚

驰旅游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536265215）营业
执照正、副本作废。同意将珠海市坚驰旅游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
用章各壹枚作废。同意将珠海市坚驰旅游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粤交运管许可珠字440400015868号正、副本作废。
同意将本公司账户（账户名：珠海市坚驰旅游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账号：
661357736127，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作废。特此声明。

珠海市坚驰旅游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日

因债务人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宾
馆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的处理
自行达成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2年5月31日裁定予
以认可并终结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宾
馆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0二二年六月一日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告

（2004)珠中法破字第1号

我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
（ 四 ）项 的 规 定 ，收 缴 了 邮 件 EN137026689JP、EJ791976945JP、
EJ793967455JP、EN131465418JP、CS008684822CZ、CA401329947NL、
RX113571976JP、ES274042856KR分别走私进境的电子烟烟弹400支、电子
烟烟弹400支、香烟400支、香烟400支、雪茄75支、雪茄31支、香烟1600支、
电子烟烟弹19盒，并已依法制发了收缴清单（拱九关缉收字[2022]0024-0027、
0032、0034-0036号）。现根据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收缴清单
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2年6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九洲海关公告

注销声明
珠海市鸣天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
MAA483KG9T，公司自2022年4
月15日起停止经营，请债权人自
本公司声明之日起45天内，向本
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
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
将向登记机关依法申请注销登记。

尊敬的【天恒湾景花园】业主：

您好!

感谢您选择我们【天恒湾景花园】项目，鉴于众所周知的不可抗力因素已

经对本项目造成原定施工进度受阻、材料供应不能如期到位、施工工人无法

如期到岗等客观影响。我司非常抱歉地通知您：

前述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您购买的本项目商品房交付时间不得不顺延至

2022年9月30日。希望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我司会尽力追赶进度，力争

早日交付。

联系电话：0756-3613333

告知人：珠海天恒房地产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日

关于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交付
日期顺延的告知函

通 告
因马角互通跨（拼）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工程施工需

要，现决定于 2022 年 6 月 6 日至 12 日每天 00:00～5:00，

分阶段对西部沿海高速公路（月环互通至斗门收费站

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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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交通

安全。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6月2日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6月
1日至2日，省专项办副主任、省委
网信办副主任许华带领督导组下
沉珠海，对我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市
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市专
项办主任吴轼，副市长、市公安局
局长、市专项办第一副主任谢仁思
陪同督导并出席有关活动。

督导组一行听取了我市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阶段性
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深入我市
专项办和香洲区专项办进行现
场督导，实地检查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的市、区
两级工作台账，重点了解宣传氛
围营造、线索摸排办理、精准打
击和行业源头治理等工作的开
展情况。

督导组对我市的工作情况给
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我市主要领导
对专项行动高度重视，分管领导靠
前指挥，市专项办作用突出，组织

实施动作迅速，宣传发动效果显
著，线索核查严肃认真，打击犯罪
精准有力，整治工作不断推进，各
项工作均取得阶段性成效。此外，
督导组高度认可了我市的迎检工
作，认为相关工作落实到位，材料
准备细致认真。

督导组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和
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工
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扎实组织开
展专项行动；要对照中央和省的工
作方案，准确把握总体要求、工作
原则、目标任务、时间节点和环节
举措，突出工作重点，确保专项行
动取得扎实成效；要全面配合督导
工作开展，落实要求，认真对待问
题，逐项整改落实。同时，要举一
反三，自觉查找差距不足，提升专
项行动成效，全力打赢这场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6月2
日，珠海市“新修订职业教育法学习
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珠海开放大
学举行。副市长李翀，市政协副主
席、民盟珠海市委会主委、珠海中华
职教社主任彭洪出席启动仪式。

5月1日，新修订职业教育法正
式施行。此次宣传月活动，旨在向
全社会宣传新修订职业教育法施行
的重大意义，凝聚各方支持职业教
育发展的合力，同时号召珠海市职
业教育界以此次宣传月活动为契
机，探索建立更多职业教育服务“产
业第一”载体，大力推动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推动新时代珠海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

据悉，新修订职业教育法施行以
来，我市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学习贯
彻。围绕“推行学徒制 服务珠海产
业高质量发展”“推进职普融通 赋能

‘双减’政策有效落地”等课题开展专
题调研；举办市政协2022年第二场
《委员会客室》活动，主题为“宣贯新
修订的职业教育法 实施高质量发
展”，并通过珠海电台《委员会客室》
访谈栏目播出；成功举办2022年珠
海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暨职教风采展
示活动等等。

我市启动新修订职业教育法学习宣传月活动

凝心聚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6月 1
日，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公
布2021年度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考
核结果，我市再次获得优秀等次。自
此，珠海市已连续四年获评优秀，河湖
治理工作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
定。

经我省综合评定，全省各市2021
年度考核等次均为良好以上。其中，江
门、东莞、深圳、广州、珠海、湛江、汕尾
等7市为优秀等次。

高位推进河湖治理工作

我市自2018年起连续4年着力推
动河长制、湖长制重点工作，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多次带队实地调研重点流
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督导推动水污
染防治、城市内涝治理和碧道建设等河
长制、湖长制重点工作落实，全市水环
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2021年以来，珠海市、区、镇（街）、
村（社区）四级河长共计498名，累计巡
河2.9万余人次，巡河发现并落实整改

问题4292个，问题整改率为100%。
市河长办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

制定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要点，定期通
报总河长令中重点工作进展情况，以暗
访巡查、提醒、督办等方式督导各区各
部门高效完成河湖治理任务；2021年
先后4次牵头组织开展全覆盖督导检
查工作，累计组织河湖专项督查检查
53次，巡查河涌295条次，发出整改督
办通知10份、提醒函9份，督办并跟进
落实59项整改事项；组织开展2021年
度水质抽查工作，完成81条河涌（渠）、
11座山塘水库和5个湖泊湿地，共217
个采样点位的水质监测，将抽查结果作
为河长制年度考核重要依据。

“问题河涌”治理已完成48条

我市还聚焦重点难点问题，深入推
进水污染防治并取得新成效。

在前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上，
我市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污，投入
28.04亿元，采用先进施工模式开展前
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一期项目，一

期主体工程现已基本完工，周边小区
“正本清源”管网建设累计已完工
603.65公里，基本实现雨污分流；现正
推动前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二期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石角咀水闸重建工
程、广昌水闸改扩建工程建设。经过综
合治理，目前，前山河石角咀水闸国考
断面水质稳中向好，前山河在2020-
2021年连续两年达到Ⅲ类地表水标
准，并入选“广东省十大美丽河湖”。

在重点河涌整治上，全市17条城
市黑臭水体均已消除“黑臭”，实现“长
制久清”；在此基础上，我市又推进53
条问题河涌治理，目前有48条已完工，
5条正在施工整治，已累计完成投资
14.9亿元。相关部门随后组织开展已
完工问题河涌评估工作，检验治理成
效，与2020年相比，2021年以来这些

“问题河涌”的总体水质有了大幅度提
升，证明治理取得了较好成效。

在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
效上，2021年，全市新建改建污水管网
309公里，修复排水管网病害8250处，

完成新建、改扩建污水处理厂3座，新
增污水处理能力14.5万吨/日；全市污
水处理厂处理水量3.2亿吨，较2020年
同期的2.98亿吨上升7%。与此同时，
我市还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涉
及的368个自然村截至2021年底已全
部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污
水收集率和治理率均达到100%。

高质量建设碧道90余公里

通过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的开展，
我市高质量建设碧道设施。截至目前，
全市已累计完成碧道建设 123.28 公
里，其中2020年完成的32.7公里，高标
准通过了省专家组评估，成功打造了香
山湖、三灶湾海堤、黄杨河等一批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碧道示范项目；2021
年完成90.58公里，超额完成省下达的
建设任务，建设生态岸线长达90公里、
湿地面积5.196平方公里，新增多个稀
有鸟类栖息地，建设慢行道93公里、特
色生态资源点109个，由此拉动新增绿
化面积达到1844亩。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6月 2
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近
日，中山大学团队完成了第四次珊瑚
礁海洋生态系统调查，该团队在担杆
列岛选择了两个点位，针对珊瑚礁、
礁栖鱼类品种开展调查，进一步完善
珊瑚礁资料数据库，分析珊瑚礁变化
趋势。

据了解，去年6月，市生态环境技

术中心（珠海市生态环境局直属单
位）通过公开招标，委托中山大学开
展珠海市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前期调
查及分析。此次调查分别在担杆列
岛海域的北部和南部选择了两个站
点进行，调查时间为5月28日、29日，
为期两天。

调查人员通过深入海底进行实地
调查，初步发现：担杆列岛海域北端的

珊瑚礁珊瑚的品种以耐悬浮物的团块
珊瑚为主，如滨珊瑚、蜂巢珊瑚等，有零
星的单独鹿角珊瑚分布；礁栖鱼类的主
要品种为尾斑光鳃鱼、断纹紫胸鱼。担
杆列岛海域南端的珊瑚礁珊瑚品种主
要有滨珊瑚、蜂巢珊瑚、盾形陀螺珊瑚、
十字牡丹珊瑚、单独鹿角珊瑚和霜鹿角
珊瑚等，其中滨珊瑚为绝对优势种；鱼
类品种较多，主要有尾斑光鳃鱼、新月

锦鱼、金尾雀鲷、双带副绯鲤、克氏双锯
鱼、黑带海猪鱼等，以尾斑光鳃鱼为优
势种。

下一步，市生态环境技术中心将
联合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继续深
入开展珠海市近岸珊瑚礁海洋生态
系统的现状调查，为珠海市近岸珊瑚
礁海洋生态系统提出科学管理和保
护对策。

中大团队完成第四次珊瑚礁海洋生态系统调查

珠海珊瑚礁“底数”进一步摸清

本报讯 记者佘映薇 通讯员肖辉
燕 练中青 梁觉元报道：6月2日，香洲
法院与珠海市银行业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以下简称“市银调委”）举行诉调
对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护航营商环境
健康发展。

香洲法院与市银调委共同签署《建
立诉讼与调解相衔接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就双方建立

涉银行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
目标与原则、主要内容、工作流程等相
关问题达成共识。根据合作协议，香洲
法院邀请市银调委作为特邀调解组织，
就涉及银行业业务的各类纠纷开展调
解工作。此外，香洲法院还与市银调委
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以及业务培训
合作等工作制度。

对于涉银行金融纠纷，经当事人同
意，可由香洲法院委派、委托市银调委
进行诉前和诉中调解。经市银调委诉
前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可就调解协
议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市银调委

在诉中组织调解达成协议的，香洲法院
将依法出具调解书。

香洲法院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香
洲法院高度重视诉源治理和多元解纷
工作，目前已经与十余家调解组织搭
建合作平台，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
解。与市银调委建立涉银行金融纠纷
诉调对接机制后，香洲法院将进一步
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提供专业、
高效、便捷的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
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形成
多层次、专业化、精细化诉调对接机
制，合力推进辖区金融纠纷多元化解

工作迈向更高水平。
珠海银保监分局三级调研员冯丰

祥表示，合作协议的签署是深入推进银
行业金融纠纷多元化解的积极探索，希
望市银调委密切加强与香洲法院的合
作，各商业银行积极配合，共同完善诉
调对接工作机制，加强金融纠纷源头治
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辖区营
商环境建设。

2021年香洲法院共计成功调解涉
银行金融纠纷1322件，是 2017年的
4.3倍，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取得较
好成效。

香洲法院与市银调委签订诉调对接合作协议

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上接 01 版）“这是一台高质
量、高品质、有情怀，富有岭南特色
的优秀粤剧演出。”珠海演艺集团
艺术总监邹建红说，《南粤破晓》整
合珠海演艺集团资源，从团队组建
到排练、正式亮相历时约10个月。
全团上下历经无数次易稿，在首届
珠海艺术节首演，并在省内外进行
多场演出，受到专家和观众一致好
评。此次经过一个多月紧锣密鼓
排练，剧目将完美展示在澳门舞台
上。

“本剧具有经典的三一律戏剧
结构，时间、事件、冲突非常集中，凸
显了人物性格。”导演王东旭在接受
采访时说，该剧在尊重粤剧传统的基
础上，运用大量综合戏剧的表现手
法，融入话剧心理现实主义、戏曲表
现主义的创作手法，在守正创新的同

时，更多关照现实，符合现代观众的
审美需求。“可以说，这是一部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粤剧作
品。”

珠海市粤剧团担纲花旦、“白玉
兰”奖获得者吴思明在剧中饰演女一
号林湘。她说，林湘是一名优秀的中
共地下党员，为了人民解放，她甘愿
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那种大无畏的
精神令人肃然起敬。通过一次次排
练，吴思明希望自己能够把林湘的形
象和精神较好地展现给观众。

“濠江之春”澳门与内地艺术家
大联欢活动创立于2011年，是在澳
门特区政府、中国文联和澳门中联办
等支持下，由中国文联港澳台办公
室、澳门中华文化联谊会等单位主办
的文化交流活动，是两地艺术家团
结、交流、联谊、合作的重要平台。

珠海原创粤剧
《南粤破晓》将登澳门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