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一核一带一区”
区域发展格局积厚成势

——八论认真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南方日报评论员

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
局，是广东提高发展平衡性协调性的
重大举措，也是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
支点的重要抓手。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对今后五年工
作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推动‘一
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积厚成势，
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
展”。学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就要深
刻认识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
发展格局对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促
进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久
久为功，精细施工，持续推动“核”“带”

“区”打好特色牌、协作牌，进一步形成
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经济布局。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时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
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为了加
快补齐短板，广东深入落实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提出构建“一核一带一
区”区域发展格局。这几年，广东立足

各区域功能定位，建立全域统筹机制
和差别化政策体系，高质量构建“一核
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核”“带”

“区”在各自跑道上赛龙夺锦，各展所
长，相得益彰，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
显提高。其中，珠三角核心区发展能
级持续提升，广州、深圳核心引擎功能
更加强劲，佛山、东莞以万亿元级的体
量迈进新发展阶段，珠海一跃成为内
地唯一与港澳同时陆路相连的城市、
正成长为我省又一重要引擎，珠三角
各市依托广深港、广珠澳两个廊道的
传导效应，汇聚起强大的发展势能、改
革动能；沿海经济带产业支撑作用更
加强劲，充分发挥“双核+双副中心”

“湾+带”等联动机制作用，促进要素
优化配置、产业协同发展，绿色石化、
绿色钢铁、海工装备等世界级产业带
逐渐成型成势；北部生态发展区生态
屏障进一步巩固，对内拓展“桥头堡”
的优势凸显，贯通城乡、联接工农、链
接湾区的绿色生态经济体系、产业协
作体系逐步发力，在绿色崛起的道路
上大步前行。

好局面来之不易，同时也要清醒
看到，我省区域协调发展的质量仍有

待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潜力板”仍
有待进一步激发，粤东、粤西、粤北地
区发展内生动力仍需进一步增强。奋
进新征程，一张蓝图绘到底、干到底，
我们要持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高质量构建“一核一
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努力把短板转
化为潜力板，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
的区域协调发展。

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
是广东在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
造新的辉煌必须迈过的“坎”。要突出
创新驱动、示范带动，支持广州实现老
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推进
与深圳“双城”联动，牵引珠三角地区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下足“绣花功夫”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打造环珠江口
100 公里“黄金内湾”，把珠三角核心
区打造成更具辐射力的改革发展主引
擎；要突出陆海统筹、港产联动，高标
准规划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群，串珠成
链塑造具有强大引力场的沿海城市
带、产业集聚带、滨海旅游带，做大做
强临港重化、海工装备、海洋渔业等优
势产业，加快发展海洋新材料、海洋生
物等新兴产业，做强东西两翼新增长

极，提升汕头、湛江省域副中心城市综
合实力，把沿海经济带打造成更具承
载力的产业发展主战场；要突出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集聚发展中心城区、
重点县区、中心镇和重点园区，建设以
生态农业、绿色工业、生态旅游为主体
的产业体系，确保“米袋子”，优化实施

“菜篮子”“果盘子”“水缸子”“茶罐子”
“油瓶子”等系列培育工程，把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把北部生态发展
区打造成更具持续力的生态发展新标
杆；要突出优势互补、双向拓展，完善
动力传导体系，巩固完善珠三角与粤
东粤西粤北对口帮扶长效机制，推动
珠三角产业在省内有序梯度转移，继
续推动老区苏区振兴发展和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
略，培育一批产业强、环境优、特色鲜
明的经济强县。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全省
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奋力推动各区域高质量协调
发展，让强者更强、优者更优，让赶上
来者发挥后发优势，绘就“核”“带”

“区”各呈异彩、交相辉映的新时代广
东壮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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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君达东风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原广州军区联勤部东风招待所)申请下述
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

宗地位置：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企沙村
宗地面积：2959.39平方米
宗地四至：东至：企沙村 南至：企沙村 西至：道路 北至：空地
2000坐标为：
J1 B（°）：22.05012282 L（°）：113.32678228
J2 B（°）：22.05016622 L（°）：113.32720175
J3 B（°）：22.05013106 L（°）：113.32762026
J4 B（°）：22.04989042 L（°）：113.32759943
J5 B（°）：22.04982294 L（°）：113.32751749
J6 B（°）：22.04984534 L（°）：113.32676486
土地性质：国有
土地权属来源：划拨
土地用途：军事用地
根据土地使用权确权的有关规定，我局拟予以确权。
如对该宗土地的权利有异议者，请当事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携带

书面申请和有效的权属证明向我局(地址：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C栋4楼，电话：
7262986)提出土地权利主张。

特此公告。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 6月 6日

土地使用权确权公告

黄茅海跨海通道管理中心提出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临时物
资装卸点用海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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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
月7日至2022年6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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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临时物资装卸点
申请海域使用权公示

全部宗海界址点见附件。
联系人：刘先生，电话：0756-7716185，珠海市金

湾区市民服务中心B2栋403室,邮编519000

附件：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临时物资装卸点宗海
界址点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6月2日

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临时物资装卸点用海总面积0.9420公顷
界
址
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CGCS2000坐标系

北纬
21°57′49.440"
21°57′49.526"
21°57′49.591"
21°57′49.580"
21°57′50.031"
21°57′50.117"
21°57′50.181"
21°57′50.171"
21°57′50.851"
21°57′51.485"
21°57′52.459"
21°57′51.842"
21°57′49.901"

东经
113°10′30.950"
113°10′31.074"
113°10′30.938"
113°10′30.923"
113°10′31.801"
113°10′31.924"
113°10′31.788"
113°10′31.773"
113°10′32.753"
113°10′33.666"
113°10′32.850"
113°10′31.963"
113°10′29.167"

界
址
点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CGCS2000坐标系

北纬
21°57′48.910"
21°57′44.901"
21°57′45.049"
21°57′45.304"
21°57′45.477"
21°57′45.505"
21°57′46.370"
21°57′46.529"
21°57′46.593"
21°57′45.666"
21°57′45.692"
21°57′45.518"
21°57′45.773"

东经
113°10′29.958"
113°10′33.289"
113°10′33.520"
113°10′33.333"
113°10′33.603"
113°10′33.582"
113°10′34.930"
113°10′34.902"
113°10′34.908"
113°10′33.464"
113°10′33.445"
113°10′33.175"
113°10′32.987"

界
址
点
27
28
29
30
31
...

（以下空白）

CGCS2000坐标系

北纬
21°57′45.624"
21°57′43.224"
21°57′43.924"
21°57′46.603"
21°57′45.902"

东经
113°10′32.756"
113°10′32.921"
113°10′34.011"
113°10′32.036"
113°10′30.946"

项目名称
位置

用海面积

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临时物资装卸点
该项目位于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黄茅海作业区海域

0.9420公顷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离休干部陈作朝同志（享
受厅级政治生活待遇），于2022年6月3日病逝，享年97岁。根据本人
生前意愿，丧事从简，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

联系电话：2666061(单位）、13902871543(家属）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6月6日

讣 告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刚刚过去
的端午小长假，天气以晴好为主，即便
偶有降雨也来去匆匆。好天气激发了
市民的出游热情，大家纷纷走出家门，
游景区、逛公园、自驾乡村游，多方面
数据显示，珠海端午假期旅游整体回
升，精彩纷呈。

游乐场纷纷推出新亮点

珠海横琴长隆海洋王国这个假
期不但有大鲸鲨、中华白海豚表演
供观赏，还新增了听海奇趣营。坐
落于长隆横琴湾酒店南花园的全
新营地，拥有 20000 平方米超大草
坪，面朝大海，背靠“城堡”，可欣赏

到马术表演等众多精彩演出，此外
还有萌宠互动、精致下午茶、DIY彩
绘体验、篝火晚会等多种休闲娱乐
方式供选择。最精彩的夜间烟花大
秀——海洋保卫战，集合300架无人
机，以夜空为幕布，在激昂音乐的伴奏
中，变换出多个海洋动物造型，惟妙惟
肖，再配上大型烟花汇演，高难度的水
上飞人演出，飞驰的摩托艇，绚丽的激
光和宏大的爆破场景，俨然一部好莱
坞实景大片。

圆明新园景区假期也特别热
闹，3 天时间入园人数达 1.7 万人
次。比较受欢迎的是乾隆福海游，
游客乘“乾隆号”到福海湖上观赏两

岸风光，船上搭配了歌舞表演，为游
客“重现”昔日“皇帝下江南”繁华盛
世的场景；还有亲子自驾船，游客可
在湖上乘船环湖，满足亲子及全家
游的需求。园区在端午节还特别推
出脱口秀大会端午专场，精彩的包
袱让笑声此起彼伏。

游乐场人气兴旺的同时，各大公园
也没闲着。据正方集团统计，端午小长
假期间，城市阳台接待室内游客累计9
万人次、室外累计9.6万人次；香山湖公
园累计客流量2.4万人次，进出车辆约
1000台，香炉湾沙滩累计客流量1.8万
人次，海天公园累计客流量1.8万人次，
城市客厅累计客流量2.8万人次。

漫步云道，美景尽收眼底

这个假期，踏青、观景、露营成为
市民及游客的“新宠”。在香山湖公
园、海天公园欣赏各种珍奇的花草树
木，露营野餐。在城市阳台、城市客厅
除欣赏海边的风景外，还有众多的餐
饮企业，一家人围坐餐桌，欣赏风景，
品尝美食，端午假期其乐融融。香山
云道香山湖段、鸡公山段也吸引了不
少喜欢登高的市民和游客，漫步云道，
把珠海的美景尽收眼底。

唐家湾的会同村，金湾红旗镇的
三板村、斗门镇的南门村等，也是人们
自驾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地。

天气晴好激发出游热情

珠海端午假期旅游整体回升

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端午小长
假，记者走访多个区域发现，大部分市
民和游客都能做到文明出游，但仍有一
些不文明行为，给美好假期“添堵”。

在城市阳台附近的机动车道边，
记者看到，有游客为了图方便，不顾安
全隐患直接骑共享单车闯入机动车
道。还有部分游客骑共享单车时开启
了“花式载人”模式，“限乘一人”的单车
后面又搭载一人，没有座位就站在车
架上，用双手搭着骑车人肩膀。大马
路上耍“杂技”，让看的人捏了一把汗。
还有部分游客拒绝履行基本义务，将用

过的共享单车随意停在机动车道边上。
除了不文明使用共享单车，过马

路不文明的“老毛病”也时有发生。记
者注意到，一些游客为了“抄近路”，过
马路时没有选择走斑马线，而是在两
边机动车道来往车辆密集的情况下，
横穿马路后翻越路中间的白色护栏，
导致路面一时险象环生。

此外，在海滨公园，部分游客存在
爬树、攀爬景点模型的不文明行为。
有的攀爬假山后坐在了老虎模型身
上，有的爬到动物石头模型顶上吃东
西。

在广珠城轨明珠站周边的路面，不
少车辆违章停泊。有的车主将车辆逆行
停在公交车站后方，有的停在地下车库
出入口处，还有的干脆停在斑马线上。

骑单车擅闯机动车道 过马路不走斑马线

个别不文明行为给美好假期“添堵”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 通讯员刘

文报道：端午小长假期间，拱北海关
全力保障对澳鲜活农产品安全顺畅
通关。6月3日至5日，该关在拱北
口岸共监管验放各类供澳鲜活产品
314车次。

端午节当天清晨5时许，毗邻澳
门的拱北口岸供澳鲜活产品出境绿
色通道前已经排起车龙，载着新鲜水
产品、蔬菜、水果的跨境货车有序等
候进入检验场。

6时一开闸，拱北海关所属闸
口海关关员就仔细为货车司机检
测体温、验核司机健康申报信息，
对一车车供澳鲜活产品进行检查
并放行。

检查平台上，海关工作人员逐一

核实货车上卸下的一箱箱新鲜蔬菜
和水果的名称、规格、重量，确认货证
相符之后予以放行。这批蔬菜水果
将在7时30分前运抵澳门市场，再
分送至各个街区。

为了保障端午小长假期间供澳
鲜活产品安全畅顺通关，闸口海关不
断优化通关服务，积极提供“绿色通
道”、预约通关便利服务措施，实现

“即审即验即放”。
闸口海关监管五科科长邓霞表

示：“端午假期经拱北口岸供应澳门
市场的新鲜蔬菜水果、水产、冰鲜家
禽、活畜等每日约百余车次、600多
吨。从接受企业申报到放行，一辆货
车如果无须抽检，通关时间一般可以
控制在5分钟以内。”

闸口海关端午假期全力保障鲜活产品顺畅供澳

三天验放各类鲜活产品314车次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 通讯员陈翰
梓报道：近日，斗门海关召开促进外贸
保稳提质政策宣讲会，对海关最新出台
的惠企政策及企业高度关注的报关单
规范申报、加工贸易业务规范申报、海
关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出口食品生产
企业备案等内容作了详细的政策解读，
斗门区、金湾区110余家企业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参与本次宣讲会。

近期，斗门海关在迅速落实海关总
署、拱北海关促进外贸保稳提质“10+
16”条措施的基础上，充分结合珠海西
区企业的发展特点和现实需求，围绕保
障进出口农产品等商品有效供给、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提升通关效率等方面，
推出16条细化措施。本次宣讲会，正
是斗门海关全力服务地方企业、促进辖
区外贸保稳提质的生动写照。

“去年，在海关的指导下，我公司克
服疫情影响、供应链受阻等困难，进出
口额达67亿多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大
幅增长近五成。目前，公司在积极准备
申请AEO认证，虽然此前也经常通过

电话等方式获取海关指导，但‘关企面
对面’的方式使我们能更直接地同海
关、其他企业深入交流，对申请准备工
作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宣讲会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管
理主任王飞萨高兴地分享心得，“比如
今天海关提到的准备工作中企业容易
忽视的监控数据备份时长问题，就是我
们接下来提升内部管理水平要关注的
重点。海关的贴心服务让我们对顺利
通过AEO认证信心十足。”

今年以来，斗门海关采取电话答
疑、实地指导等方式，累计对辖区300
多家进出口企业的业务咨询进行了处
置答复，帮助协调解决各种通关事务和
疑难问题。

斗门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该关将继续在服务地方经济和辖区
企业上积极作为，配合地方政府尽快出
台稳外贸扶持政策措施，指导企业用好
减税降费、信用培育、便利通关等海关
优惠措施，切实帮助企业减负增效，支
持促进外贸保稳提质。

斗门海关举办“关企面对面”政策宣讲会
110余家企业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与

本报讯 记者马涛 通讯员张璇报
道：记者6月6日从珠海农控集团下属
市粤华园林公司获悉，第29届广州园
林博览会暨2022年广州国际花卉艺
术展（下简称“广州园博会”）近日落
幕。由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珠海市园林绿化和市容环境管理
中心策划，粤华园林公司施工的“花开
湾区，珠澳同心”景观在参展的46个
景观中脱颖而出，获广州园博会（大湾
区城市花园展）金奖。

据了解，珠海展园作品题为“花开
湾区，珠澳同心”，通过抽象化港珠澳大
桥、珠海渔女、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港珠
澳三地市花、海洋等特色城市元素，以
花卉、立体绿雕、花境、沙盘等为载体，
整体展现出珠海花园城市、连接港澳的
流畅线性和柔美感观。

该作品设计理念是以珠海市
LOGO为主要设计元素，左侧的“H”

部分为港珠澳大桥简化缩影，象征着
珠海连通世界、联接未来，凸显珠海在
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历史
机遇；中部由港珠澳大桥与绿水青山
交相辉映，勾勒出珠海地标——珠海
渔女；右侧以色彩的交织变幻和延伸
线条为主，象征绿水青山生态之城；渔
女手捧的明珠以暖色调呈现，形似初
升的太阳，寓示珠海创新发展的美好
未来。

据悉，粤华园林公司为了让市民在
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美丽雅致的景观，近
期已将金奖作品整体复刻搬迁至珠海
大道前山大桥西北侧（德威高中前）绿
地。粤华园林公司还在保留主体构件
与卵石平面的基础上，适当更换鲜艳多
彩的时令花卉以实现与现有花卉的融
合衔接，同时运用多彩灯带勾勒出立体
造型线条，使景观在夜间同样绚烂夺
目。

多样元素混搭诠释浪漫风情

珠海花卉景观摘广州园博会金奖

“花开湾区，珠澳同心”景观摘金奖。 粤华园林供图

□本报记者 马涛

乡村振兴工作中，农村环境卫生问
题一直是个投入大、见效慢、易反复的

“慢性病”。针对这一问题，珠海市对口
茂名市乡村振兴驻电白区岭门镇帮扶
工作队（下称“工作队”），以乡村振兴积
分超市为载体，以积分免费兑换物品为
纽带，激发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动
性、积极性，开出了一剂专治“慢性病”
的创新药方。

5月30日上午，茂名市电白区岭
门镇平岚村乡村振兴积分超市正式揭
牌运营。这是珠海工作队进驻以来建
设的首家乡村振兴积分超市。

为何要开这么个超市？还得从去
年说起。2021年，电白区全面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村村过关行动，岭门镇
响应号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改善镇村
环境卫生。但今年春节过后，工作队走
访发现，部分环境卫生黑点和易致污地
点有了明显的反弹回潮迹象。

为加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经
与镇党委、镇政府沟通，工作队在平岚
村探索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
护积分奖励和红黑榜公示机制，以打造
美丽宜居先行示范村为导向，以农村垃
圾处理、村容村貌提升、村民观念意识
转变为重点，以乡村振兴积分超市为载
体，激发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动性、
积极性，推动村民从“要我做”变为“我
要做”，实现整治工作常态化、管护机制
长效化。

平岚村组建了评分管理委员会，由
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两委班子组成总评
分工作组，各自然村根据实际情况，选
派村民代表、志愿者、网格员、村民小组
长等组成3人一组的评比检查小组，每
月开展一次入户检查评分工作，根据
《平岚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护和美丽
宜居村建设积分评定表》《平岚村红黑
榜评分表》各项标准进行检查评分。

评分管理委员会每月通过公示
栏、电子屏、微信群等公示各家庭积分
加减情况，每季度通过村文化广场
LED屏公示季度积分排名前10名的
家庭名单。有了积分后，村民们可凭
积分卡在村委会工作时间到积分超市
兑换物品。

记者采访中获悉，这个乡村振兴积
分超市从头到尾没有花费镇村一分
钱。超市以及兑换物品，全部都是由消
费帮扶行动中受惠的企业赞助，只要消
费帮扶行动不停止，企业就会一直支持
下去。

推动村民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

“小积分”激发乡村治理“大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