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产品申购条件说明：

从历史收益维度上分析，浦发
银行珠海分行高资产净值同享盈
增 利 之 新 客 理 财 计 划（代 码 ：
2301177706）为 浦 发 银 行 自 营 理
财产品，目标客群为经浦发银行风
险评估，评定为稳健型、平衡型、成
长型、进取型的理财新签约（限首
次签约30天内）客户及邀约客户。

产品单期规模上限 20 亿元人
民币，根据产品实际运作情况，产
品 管 理 人 有 权 调 整 产 品 规 模 上
限。对未持有本理财计划的投资
者，申购起点金额为 5 万元，对于
已持有本理财计划的投资者，追
加申购起点金额为 10000 元，申购
金额和追加申购金额均以 10000
元的整数倍计。

自 2017 年 9 月 6 日开始运作，
截止至最新一期到期日2022年4月
15日，产品份额到期后，对应起息日
公布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均可达。

2.产品收益及投资对象：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
理财计划（代码：2301177706），浦
发银行将于每周发布本理财产品
下周预期收益率，客户可登录浦发
银行网站查询，收益率仅为预期年
收益，并非浦发银行向投资者保证
或承诺支付的收益。

投资现金、存款、存放同业、拆

借、回购、货币基金、同业借款、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国债、地方政府
债、央行票据、同业存单、金融债、公
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
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
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项目收益
票据、项目收益债券等。

本理财产品以价值投资为基
础，综合对市场长期走势及短期利
率波动的判断及科技主动地寻找
具有高度安全性和较高收益的中、
短资产构建稳健的投资组合，以期
在保持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
获取较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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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珠海分行——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浦发银行珠海分行【高

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

客理财计划】为一款较低风

险理财，是持续热销、受市

场热捧及广大新客户青睐

的金牌理财产品。

因中山东部外环高速二期工程建设需要，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珠
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通告如下：

一、珠海高新区管委会决定从2022年6月7日起，依法
对珠海市机动车辆考训中心以东，中珠交界以南，中国铁建
港航局金琴项目部以西，北山、河头埔以北的251011.78平
方米（合约376.52亩）中山东部外环高速二期工程项目用地
清理范围发布清理土地通告，具体清理范围详见附图和现
场界桩。

二、本范围内涉及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用地单位，
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按照置换
或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方式执行的，具体以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确认为准。

三、本范围涉及的合法产权房屋，根据《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珠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法》开
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程序，具体以房屋征收部门调查登
记为准。

四、除适用本通告第二、三条以外，其他对于纳入补偿
范围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含临时设施）的清场补偿参照
《珠海市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珠
府〔2021〕25号）的规定执行。经有关部门调查认定违法的
地上附着物或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为不予补偿
情形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不予补偿。

五、项目建设用地范围的各用地单位、经济组织或其他
权利人，应当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配合珠海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和城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办理青苗及
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手续及现场测绘丈量工作。逾期未办
理补偿登记手续及现场测绘丈量工作的，其补偿内容以珠
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和城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调查
登记结果为准。

六、本通告发布当天，公证部门对建设项目用地范围的
地貌、涉及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现状进行实景录像和拍

照取证，所得结果作为计算登记补偿的依据。
七、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

变原地貌，不得再进行种植、养殖和新建建筑物、构筑物，所
进行的新栽新种、新搭建和新添附的其他一切青苗及地上
附着物等一概不作任何补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该地上
种养的单位或个人自行承担。

八、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在限期清理的期限内，既不清理场地、搬迁，也不签订青苗
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的，由属地政府依法组织清理场
地，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该地上种养的单位或个人自
行承担。

特此通告。
附件：土地清理范围图
联系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金峰中路199号
联系电话：0756-3629935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清理土地通告
珠高通告〔2022〕4号

遗失声明
珠海缔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菜园丰农业商店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40400MA51PJHR40，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林悦卿不慎遗失九洲保利天和

A50设计合同（编号1101200025）一
份，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天之悦光鸡档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兄弟连汽车维修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中都华琪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4000946126724，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吴志光遗失珠桂6011捕捞辅助

船许可证：（粤）港澳船捕（2020）FZ-
190281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创杰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67519175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农科中心有限公司遗失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一本，编号：
94拔字145，用地单位为珠海市农业
科学研究中心，声明作废。

许涵宇遗失准予迁入证明粤准
字11600439号；户口迁移证琼迁字
第1006293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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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看看 云云
□ 崔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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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 （外二首）

□ 陆 飚

斗门玫瑰
□ 刘细学

除夕夜，离农历新年还有十几分
钟。天寒地冻，我站在斗门区体育馆
的茵茵大草坪上，遇到那怀抱一大束
玫瑰花的小位子。

强冷寒潮连续多天袭击广东，粤
北下起了雪，斗门夜晚的气温也降到
3℃-4℃。然而，严寒挡不住人们辞
旧迎新的热情，狂欢的人流硬把我和
朋友们挤散了。我站在体育馆前的大
草坪上，等着朋友们来寻我。那位手
抱大束玫瑰的小伙子，就站在离我两
米远的路边。天空不时闪烁的焰火和
大楼的霓虹灯光散发着温情脉脉的柔
波，投射在他敦厚与纯朴的脸上，显得
格外从容。

我不知道他在等谁，但那坚定而
执着的身影，和怀中那亮丽的鲜花，使
人感受到静穆之美。在新年来临那一
刻，收到这束美丽鲜花的人，该是多么
幸福！我判断，那个未露面的人，一定

是他中意的女孩。
不远处少年宫顶上的大笨钟，敲

开了新年的大门，刹时，郊外乡村喜
悦的爆竹声一阵响过一阵，井岸河的
上空开出色彩缤纷的焰火，美得让人
心弦颤动，带给人间无限的幸福憧
憬。

“新年好！”一枝弥散着芳香的玫
瑰突然伸到我的面前。我不禁一愣，
抬头就见到那小伙子，用地道的斗门
乡音向我祝福。

“先生，祝您今年的生活像玫瑰花
一样美丽！”

“玫瑰送给我？”
“是的，这是我新年送出的第一枝

花，请收下！”
在这寒冷的新年夜幸运地获赠玫

瑰花，我又惊又喜。
“玫瑰花不应该送给女朋友吗？”

我问。

“一起传递祝福，这是属于我和她
的浪漫！”说着，他的脸上荡开了一丝
自豪而又神秘的笑容。嘴巴向草坪边
努了一下，只见茵茵草坪的尽头，站立
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披一袭红色
的风衣，仿佛绿草丛中一株至纯至美
的红枫。她也正在把鲜花送给路边走
过的人。

“新年好！”“新年好！”“你也新
年好！”“大家都新年好！”大草坪上，
人群中，响起了一片真诚的祝福声，
有纯正的粤语，还有普通话及各种
乡音。我看到小伙子和那位姑娘在
大草坪两边，把怀中的玫瑰、百合、
康乃馨，不断地送给从他们身边走
过的人。他们每送出一枝花，路人
的脸上就绽开一朵笑容。我的心里
如春风骀荡，泛起温暖，他们就像天
使一样，驱逐了寒夜的冰冷，把春天
的明媚，把善良与幸福，带给每一个

人，用美好的祝福慰藉每—颗孤独
的心。

后来，我才知道，那送人玫瑰
的 小 伙 子 ，是 斗 门 的 种 花 专 业
户。那美丽的姑娘是他的未婚妻，
是个爽朗善良的湖南女孩，她应聘
在花场打工，爱上了这个敦厚朴实
的小伙子，小伙子也被这美丽温柔
而又勤劳善良的湘女所吸引，两人
私定终身，她也成了名副其实的

“斗门玫瑰”。这次“夜送玫瑰”正
是她的浪漫创意，他们想让外地
来斗门打工的人，特别是不能回
乡过春节的打工族知道，即使你
来自异乡，也能在斗门感受到家
的温暖。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新年除夕的
寒夜里，收到芬香的玫瑰和美好的祝
愿。我不由想起“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的千古名句。

小时候看云，纯粹是觉得神奇而
好玩。天空就像一个大魔镜，各种云
在那里变幻着身形，或似人或如兽，或
像山或如树，或静或动，或虚或实，且
四季晨昏及晴天雨天的云也各不相
同，天上仿佛是另一个人间，虽飘忽不
定，却精彩纷呈，让人生出无限遐想。

乡下的童年生活中，看云是一件
快乐而惬意的事，那动感十足、变幻莫
测的天空，常惹得我和小伙伴们欢呼
雀跃、难抑兴奋，想象力也变得异常活
跃。抬头仰望或躺在地上与云对视，
虽然无法触摸，竟也觉得自己飞在空
中，似乎与云融为了一体，内心满溢着
欣喜。云，飘在童年的记忆里和美好
的香梦中……

青年时期的我对云的自由、洒脱
与浪漫充满了向往。一年四季、东南
西北，各地的天空自有不同。或红霞
满天，或翻云泼墨，或洁白无瑕，似群
峰耸立，又似琼楼玉宇，如写意的山水
画卷，在天空肆意铺展，且变化无穷。

离家求学的我像一片驾风而去的云，
飘出了父母的视线，带着青春的梦想
向着高远处飞升。

参加工作后，我因为出差一次次
乘坐飞机，每一次想到万米高空可
以近距离接触云，我便十分兴奋。飞
机在云层中穿梭，而云朵就在机身周
围飘荡，或近或远，或上或下，自由闲
适，云并不因为飞机强大声波的惊扰
而乱作一团，它们静若处子，岿然不
动。坐在机舱内，最大的感受是天外
有天，仰视、俯视或平视，处处是云曼
妙的身影，或白得似雪，或黑得如墨，
或大如高山，或小如细烟，像士兵列
阵，似河水奔流，犹峰峦起伏，自如舒
展，让人捉摸不透。

刚过而立之年的我从江汉平原来
到了南方滨海城市，觉得自己就像天
边的一小片孤云，飘忽不定，看不见来
路与归途。在低头忙碌的日子里，难
得有看云的闲情，但众人的惊呼又常
常把我的目光从地面拉向空中。这里

的云与故乡的云有着明显的差异，总
是一团团一簇簇的，气势磅礴，排山倒
海一般，让人震撼。有时是红云满天，
彩霞般迷人；有时是黑云压城，让人心
生恐惧；有时如雪峰林立，宛如仙境；
但更多的时候是蓝天白云，让人心旷
神怡，浪漫情怀油然而生。诗和远方，
原来就在一抬头间。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仿佛
王维已然明白水和云是两种不同的生
命状态，悟得世事变幻之无穷妙境，他
不再为俗世所扰，达到了清静无为的
状态。田园和自然才是心的归宿，这
也是对王维生命最精彩的注解。

大度看世界，从容过生活。云聚
云散，从喧哗到平静，这真是像极了我
们的人生。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
儿跑”。因为有了云，草原才变得灵动
了起来。正是因为有了萦绕在头顶的
云，我们的生活才多了几分生机与活
力。而云，你看或不看，它就在原处，

一刻也不曾远离。
突然想起一件趣事，一次友人请

我们小聚，席间，正念小学二年级的
儿子小鸟般喳喳讲个不停：“妈妈，今
天上体育课时，太阳好大，同学们都
热得出汗了，我头顶上空正好有一大
朵云遮住了太阳，就没被晒着。”朋友
开玩笑逗他说：“你知道吗？你头顶
那朵云叫崔云。”朋友的妙答弄得小
家伙一脸茫然，我却忍不住哈哈大
笑。原来母爱不仅可以为孩子遮风
挡雨，还可以为孩子送去一片清凉
哩。

孩童看云，看的是一份稚气，找
寻的是无边的欢乐；成年人看云，看
的是一种心情，搜寻的是久远的记
忆；乡下人看云，是为了识天气，以安
排农事；城里人看云，看的是一份闲
心闲情；修行悟道之人“闲看一窗
云”，看的是生命的风景。

云，飘在空中，飘在梦中，更飘在
心中……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你
你的脸色暗淡
失去了原有的光泽

越来越重的夜色
笼罩着你
那些驱散的乌云
将仅剩的阳光分割

天幕渐渐合拢
阳光加速了撤离
在日落西山之前
我看到了你眼角的迟疑

这不妨看作是人间的往事
是一次次的离别
暮色掏空了自己
让白昼暂时归于黑夜

我和你终于和解
各自趋于沉默
不再追溯以前的日子
而对于未来
我们一起交给明天

冰

她是雪的孩子
一块冰的长成
是从第一场秋雨开始的

雪是散漫和柔软的
她也是
她的外表看似冷酷
却像最初的那滴水
遇见阳光
同样会融化和蒸发

有一种相遇叫不寒而栗
我不能说她冷若冰霜
表面看她在封锁自己
其实是在暗自抗争
越寒冷越膨胀
越寒冷越坚硬

她是水的果实
她是圣水
不仅因为她的圆润通透
她的历练
而是从无形到有形
她第一次照见了自己的模样

她是即将复原的水
因为寒冷她失去了活力
失去了色彩
却与真实的世界最接近
包括她的虚无
她的沉默

杯子

她的空洞
是天然的
是一览无余的空洞

对她来说
某个时候你才是唯一的
她不会因为你而改变
她从来就是她自己

也不是冷漠
她只是对这个世界没有态度
喜怒哀乐
完全取决于水的温度

比如在寒冷的冬天
她就会变得像冰一样
冷艳
而拒人千里之外

她也曾让人如沐春风
那时候她像你手中的一杯茶
渴望温暖你
满足你

但她是没有记忆的
没有记忆就没有伤害
阳光曾无数次照射出她的影子
却从不停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