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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产业发展及市政配套工程建设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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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起，依

法对位于唐家湾镇金鼎片区香山路北侧、岐关路南侧、金环

路东侧的216175.62平方米（合约324.26亩）珠海市高新区

湾区智造AI产业创新中心片区地块土地平整工程及周边

配套市政基础设施新建工程用地清理项目范围发布清理土

地通告。具体清理范围详见附图和现场界桩。

二、对于纳入依法补偿范围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含临

时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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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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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内，配合珠海高新

区征地和城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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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征

地和城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调查登记结果为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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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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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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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14日

珠高通告〔2022〕6 号

清理土地通告

因《三溪路建设工程（一期）》建设需要，急需迁移该项目用地内的所有
坟墓。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迁移对象：
位于三溪路建设工程（一期）项目范围内观音山南侧山坡上的两座碑铭

为“梁氏安人”、“十三世祖考裕平谭公”的坟墓，以及两座后土墓碑。
二、迁移期限：公告之日起30个自然日之内。
三、迁移政策及办法：
1、迁移的坟墓（骨灰、遗骸）原则上货币化兑现，入葬地点由墓主家属自

主选择，但必须入葬在经政府审批过的各级公墓，具体迁移事宜和相关政策
由珠海市殡葬服务中心负责实施和解释。

2、逾期未迁移的，做无主坟处理，由珠海市殡葬服务中心进行迁坟。
联系电话：黄先生，13532294389
特此公告

珠海市香洲区三溪科创小镇发展中心
2022年6月14日

迁坟公告

以下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批准，换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 构 名 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拱北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2S344040024
许可证流水号：00971998
设 立 日 期：1989年3月23日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营 业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拱北粤海中路1023号(都市广场)1-2层

（一层06-42号商铺、93-94号商铺，二层01-39号商铺、88-90号商铺、
116-117号商铺）

邮 政 编 码：519020 联 系 电 话：0756-8897381
发 证 日 期：2022年5月10日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022年6月14日

珠海仁恒北岸苑交付通知
尊敬的仁恒北岸苑1-3栋业主：

我司开发的珠海市香洲区北城西一路21号“仁恒北岸苑”小区1-3栋住宅
将于2022年6月24日起正式交付，请各位业主于2022年6月24日起，按交付
通知书约定时间前往北岸苑指定位置办理集中交付手续。我司已于近期邮寄
交付通知书给各位业主，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恭祝您收楼大吉！特此公告！

珠海仁恒和远置地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4日

遗失声明
珠海市永銮电子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东邦塑料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400000234759，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润众贸易行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朝阳金陵面包店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尚利诚火锅店遗失发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盈乐服装商场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L12073955M；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区粮食储备管理中心工会遗失工会

法人资格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1440403778306
908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桂山镇如意棋牌室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40406600007374，声明作废。
遗失证明

珠海市香洲靓靓坊日用品店遗失发票专用章一
枚（发票专用章号：44283019621017481108),特此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现有陈修权（身份证号码：440528195104181810)

因不慎遗失《珠海市三灶管理区兴建居民新村集资协
议书》（号码：0006798)及对应的收款收据（号码：
0042187)、《转让证明书》（号码：0004625)原件，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张老师教育咨询服务部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26003376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遗失“中国
工商银行凤凰支行大楼部分楼层及配套设施改造项
目”的“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原件一份（编
号：珠香建消验[2021]05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华馨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联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爱的之彩旅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400MA540PWE66）遗失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王建华）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珠海市建设委员会西区办事处遗失财务

专用章、珠海市建设委员会西区办事处遗失工程管理
科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富勤普诚（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
A521M9868；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齐毅商务服务部遗失公章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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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珠海七色光华德福学前教育研

究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
400321677493J,现公告：本中心
拟进行清算，请债权人自本中心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中心清算小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
利，清算结束后本单位将向登记管
理机关依法申请办理注销登记。联
系 人 ：杜 娟 联 系 电 话 ：
18628070572

□丁焕松

近日，由市委政法委牵头，市政法各
单位参与，共同制定出台《全市政法机关
服务保障“产业第一”的实施意见》，并于6
月8日召开的中共珠海市委政法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本报6月13
日01版）

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政法机
关的重要使命。市委政法委找准服务保
障“产业第一”的着力点，牵头出台《实施
意见》，积极探索服务保障“产业第一”的
法治路径和创新举措，为全市政法机关服

务保障“产业第一”提供了行动指南。
法者，治之端也。数字经济时代，随

着外卖快递、网约车、直播带货等新模式
新业态的兴起，加强新兴领域立法，确保
新经济新业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是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与此同时，市场
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现象仍有发生，市场
主体活力不足、知识产权保护短板等问
题也亟待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为此，

《实施意见》提出，为产业发展提供立法
支撑、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加强
知识产权执法司法保护等重要措施，这
些有力举措体现了政法机关对于产业发
展的高度重视，也为服务保障“产业第
一”，压实相关单位主体责任，推动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营造最公平
的法治环境提供了坚实支撑。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政法机关

既是执法司法部门，也是群众工作部门，
承担着大量的公共服务职责。深化“放管
服”改革，推进“减证便民”，为企业和群众
提供普惠均等、高效快捷、智能精准的政
法公共服务，既是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内
在要求，也是服务保障“产业第一”的重要
举措。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实施意见》提
出，开展服务“产业第一”深调研、深化涉
企“放管服”改革、打造企业满意的行政复
议服务示范窗口、强化涉企法律服务供给
等措施，这些务实举措既体现了政法机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展示了政法
单位主动靠前服务、营造最优质服务环境
的决心和力度。

平安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政法工
作做得怎么样，事关群众安居乐业，事关
社会和谐稳定。一个平安祥和稳定的社

会环境，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
提，如果社会大局不稳定，则会严重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聚焦产业发展风险防范
等现状，《实施意见》提出，防范化解经济
领域涉稳风险、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深
化行业领域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依法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等措
施，这些务实举措有助于进一步擦亮平安
珠海的名片，营造最稳定的社会环境，更
好推动“产业第一”落地见效，增强企业和
群众安全感。

今年是市委政法委机关能力建设年，
也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期待政法机
关以实施服务保障“产业第一”20 项举措
为契机，不断提升政法工作服务经济社
会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珠海，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沈峰

6月10日，珠海公交巴士有限公司金湾分公
司南水站驾驶员张智翔驾驶541路公交车，行至
江龙船舶公交站路段时，发现前方非机动车道
上一名女子因电瓶车事故昏倒在地上。张智翔
靠右停车，与乘客沟通后安排乘客换乘，并迅速
拨打120急救电话。随后，张智翔为晕倒女子撑
开雨伞遮挡风雨，在伤者逐渐恢复意识后，尝试
询问其伤情。约2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张智翔
帮助将伤者抬到担架上，送往医院救治。（本报6
月13日06版）

公交车司机出手相救路边晕倒女子的新
闻，为珠海的文明“森林”又增添了一抹绿色。
当下，珠海崇德向善、助人为乐的文明风尚已蔚
然成风，广大市民传递的平凡善举，激励着我们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身体力行
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年来，珠海各行各业帮扶助老、拾金不
昧、帮助残疾人康复、出租车免费为中高考考
生提供服务等平凡小事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
市民主动加入到为社会、为他人服务的志愿者
队伍中，他们用行动赋予人间的温暖，赋予的
每一份温暖和感动，汇聚成推动社会前进的精
神力量。

时代的进步需要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来引
领，社会的发展需要道德楷模来推动。榜样的
重要作用在于引导和启迪。对普通市民来说，
榜样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文明前行的道路，燎原
了文明前行的磅礴力量。

一个良善的社会，离不开道德力量的支
撑。普通民众的善举，是最为坚实的道德基
石。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每个人都身体力行地
去帮助他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城市就会更文明，社会就会更和谐，生活就会
更甜蜜。

凡人善举 积聚社会文明进步力量

□黄跃成

近日，浙江义乌几名男子凌晨吃完饭后，主
动帮店家收拾了餐桌椅、还做了清洁，引众多网
友点赞。（6月13日《人民日报》）

用完餐后，顺手把餐桌、地面收拾一下，这
是很平常很轻易的事。但是，这样的举手之劳
却为何引起全网点赞？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亲友间的行为，传达的
善意可赞性不高，不值得宣扬。诚然，帮忙收拾
清洁的食客是老板娘的老乡，大家是熟人关系，
掺杂着个人信任和友情等因素，相比于陌生人
的自发行为，略显“成色不足”。但这并不妨碍
事件本身所传递出的助人为乐、与人为善、奉献
爱心的文明之义、做人美德，以及文明社会人人
应具备的情感情操。

家庭亲友、熟人老乡，其实也是社会文明的
缩影，小圈子的文明做好了，就会推动社会文明

发展，助推文明建设进程。
小小的“分外之事”，折射出的是人的思想

道德、素质教养，也是人与人友好相处、真诚相
待良好社会风气的真实反映。一件件不显眼的
小事，以小见大、以小成大，汇聚成时代文明发
展的滚滚洪流。

素质从身边小事体现。鼓励做好事小事，
并非是鼓吹不切实际、强加于
人、机械照搬、盲目模仿别人经
验做法，或者沽名钓誉、摆拍虚
构。就像文中就餐后收拾餐
具，如果强加于顾客身上，则脱
离了事情的本质和文明范畴。
对于身边力所能及的小事好
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去关
注，尽己所能去做好。我们需
要文明，正如文明也需要我们
一样，这就是社会赋于我们的
责任和义务。

以小成大 汇聚时代文明洪流

□江德斌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露营这
种新的休闲旅游方式。每逢节假
日，人们带上帐篷、食物、烧烤架、
锅具等用品，前往有树有水、风光
优美的景区露营，为的就是体验一
把悠闲惬意的生活，舒缓工作压
力。与此同时，也有读者反映，在
露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文明的
现象，既增加了相关管理方的管理
压力，也降低了游客的体验满意
度。（6月13日《人民日报》）

在疫情防控政策的影响下，
市民无法去远方旅游，就近露营
成为时尚新潮，既能满足休闲放
松的需求，又可亲近大自然，享受
美好惬意的生活。特别是在今年
的节假日期间，各地景区、公园迎
来了大量的游客露营流潮，草地
上密密麻麻扎满帐篷，游客自游
自在地野餐、聊天、游乐。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露营热背后所暴
露出的不文明现象，需要引起各
方反思，应早立规矩，制定文明有
序的露营模式。

露营本是一桩休闲快乐的
事，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大
好机会。然而，一些游客不遵守
景区、公园的规章制度，对相关禁
令视而不见，出现违规搭建帐篷、

违规使用明火、乱丢垃圾、破坏草
地等不文明现象，严重破坏和污
染环境。对此，景区、公园管理者
需要加大文明露营宣传，加强安
保巡逻，提醒游客遵守露营规则，
及时制止不文明行为，并对违规
游客予以处罚。

自然风景属于大家共有，文
明旅游是最基本的原则。在景
区、公园等地方露营，并非简单地
将帐篷、食物、炉具搬到营地即可
尽情享受露营生活，而是需要遵
守景区的规定和文明旅游的规
则，主动约束自己和亲朋好友的
行为，保持营地的清洁卫生。

露营作为旅游经济的一个细
分领域，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关产
业链较长，有着广阔的市场发展
前景，能够为景区增加收入来源，
给广大游客带来精神享受，值得
去用心呵护经营。

“悄悄地我走了，不留下一片
垃圾”。文明是旅游的底线原则，
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游客应
成为风景的一部分，而非风景的
破坏者。露营经济崛起时间尚
短，还没有经历过波折，也没有成
文规则和产业标准，但其暴露出
的不文明现象，应引起相关职能
部门未雨绸缪、高度重视，及早建
章立制，引导游客文明露营，确保
露营经济健康发展。

文明露营，让风景更美丽

□麦地

为提升社区青少年的科学
素养，6月11日上午，唐家湾镇
鸡山社区青少年科普推广基地
正式揭牌成立，今后鸡山社区
青少年将依托这一科普教育平
台，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进
一步丰富课余生活，提升科学
素养。（《珠江晚报》6月12日
02版）

科普教育是提升青少年科
学素养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
人全面发展的主要途径。鸡山
社区在家门口打造科普推广基
地，普及科学知识，有利于从小
增强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特
别是助推“双减”政策落地，对
接学校课后服务需要，发挥了
科普平台重要作用。

科普教育不能局限于教室
课堂。一次生动有趣的科普教
育活动，也是一堂令青少年难
忘的社会实践课，有可能影响
他们一生。基地揭牌之日，鸡
山社区的孩子们参加蔬菜种类
与健康生活指导科普教育活
动，一方面增长了蔬菜营养知
识，学会了合理饮食搭配，对他
们健康成长大有裨益；另一方
面也开拓了青少年的眼界，让
他们感受到科学的神奇魅力，
激励孩子们为了人生理想而发
奋读书。

要打造更多优秀科普教育
基地。虽然科普教育已成为青
少年学生的“必修课”，但也要
看到，时下科普教育活动存在
内容单一、重理论轻实践等不
足之处。如何让家门口的科普

基地真正抓住青少年的好奇
心、吸引学生们的“眼球”，需要
我们在主题和特色上下功夫。
在推动现有科普教育阵地提档
升级的同时，要加强政策与资
金支持，充分利用好科协系统
资源，完善与高校、企业、科研
中心、产业园区、科技场馆等合
作机制，引导更多社会力量、整
合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基地平台
建设，开展独具特色的科普教
育活动，满足当前青少年日益
增长的科普需求。

要创新信息时代科普教
育形式。依托科普教育平台，
广泛开展科普知识讲座、科技
创新交流、科技社团体验等活
动，打造好学生们的“第二课
堂”。要注重运用声、光、电等
高科技手段和形式，讲好科学
故事，增强临场体验和实际效
果，培养中小学生的科学兴
趣、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特
别是要精心设计互动环节，努
力提高学生分析能力、创造能
力、实践能力。只有让科学知
识入脑、科学精神入心，才能
让中小学生在课余走出作业

“围城”，远离手机“陷阱”，走
进科学广阔的天地，感受科技
无穷的魅力。

科学既能改变生活，更能
创造美好未来。打造更多接地
气的科普教育基地，开展多样
化的科普教育活动，全面提升
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激励下一
代接班人树立科技报国志向，
为实现中国梦培养更多后备人
才，推动科技创新水平再上一
层楼。

打造更多接地气的
科普教育基地

2022年全国节能宣传周6月13日正式启动。这是我国连续
举办的第32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主题为“绿色低碳，节能先
行”，举办时间为6月13日至19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