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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番禺裕丰钢铁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拟通过

公开竞价方式转让广州市番禺裕丰钢铁有限公司债权资
产。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权资产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司网站http://www.
gwamcc.com及淘宝网资产处置平台http://zc-paimai.
taobao.com）。

二、竞价日程安排
（一）2022年6月23日10:00开始网络竞价。
（二）竞价平台：淘宝网资产处置平台。
注：1、上述竞价日程安排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2、债权资产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等请投资者登录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
gwamcc.com）、淘宝网资产处置平台（http://zc-paimai.
taobao.com）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3、竞价保证金为人民币6,091万元。
三、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非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但以下主体不得购买：（1）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2）与参与资产处置的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3）失信被执行人；
（4）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和监管规章不得购买的主体。

竞买人支付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应合法、合规，且为竞
买人依法可支配的财产。

四、本次竞价转让采取网络竞价方式。付款方式：一次
性付款或选择分期付款（详见《债权转让协议》）。

五、其他事项：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资产的要约。自
本公告之日（含当日）起3个工作日内，我司受理与该资产处
置有关的书面征询和异议。

六、联系方式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5号凯华国际中心49层

（邮编：510623）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刘小姐 电话：020-87305495
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区小姐 电话：020-87651229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2022年6月20日

关于中冶逸璟花园收楼及办理
不动产权证的通知

尊敬的中冶逸璟花园二期（爱琴路31号）业主：
根据买卖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文件的约定，珠海市横琴新区

中冶逸璟花园现已具备交楼及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条件，我司已将《关于中冶逸
璟花园收楼及办理不动产权证的通知》以中国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给您，
请您于2022年6月30日前往中冶逸璟公馆售楼处办理相关手续。如您未收到
快递的，自本通知公告发布之日起视同送达。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0756-
8686886或8681550咨询。

特此通知！
祝各位业主生活愉快、阖家安康！

珠海中冶名恒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0日

遗失声明
珠海市艺涛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真真好婚姻介绍所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
0230310016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千彩格商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26002
253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创杰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和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莲足尖舞蹈培训工作

室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安奇迹健
康管理中心遗失卫生许可证正副本，
证号：粤卫公证字（2021）第0402C0
0640号；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14404020376517，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吴爱萍鸡蛋档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2
600409919，声明作废。

罗涧遗失警官证，警官证号：武
字第1081527号，特此声明。

陈剑威遗失医师资格考试报名
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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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廖明山 佘映薇 发自西
藏林芝

行走在西藏林芝海拔超过4000
米的措木及日景区，原始森林里要数
人才能合围的冷杉笔直参天，白色的
杜鹃花在山野间恣意绽放，镶嵌其中
的措木及日湖，犹如一轮巨大的明
镜，将湛蓝的天空和柔和的白云倒映
在粼粼波光里。

措木及日湖，又称“冰湖”，是一
座古冰碛湖，是比日神山国家级森林
公园的核心区。近年来，来自珠海的
援藏人员的加入，让其幽深古朴的自
然风光和神奇深厚的历史文化得到
进一步挖掘推广，成为林芝旅游环线
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素有“人间净地、醉美林芝”美誉
的林芝，拥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
巴瓦峰、米堆冰川、巴松措、鲁朗林海
等一批闻名遐迩的自然景观。相对

“大名鼎鼎”的它们，措木及日湖长久
以来堪称“长在深闺人未识”。

随着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
的到来，特别是得知广东省第九批援
藏工作队米林农场工作组成员李鸿
斌来自在旅游行业积淀深厚的珠海
九洲控股集团，林芝便向珠海发出了
特别的邀请。从此，作为米林农场副
总经理的李鸿斌，肩负起一项重要任
务：担任林芝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林芝文旅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九洲控股集团、米林农场工作
组的大力支持下，以李鸿斌为牵头负
责人，朱宝斌、全升、张欣燕、谭杰4
名柔性援藏人才赶赴林芝，随后更多
景区管理、酒店管理等方面专家加入
组成“智囊团”，形成“1+4+N”小组团
援藏模式。“我们的任务，就是聚焦林
芝文旅产业发展，锚定‘产业第一’，
坚持规划引领，依托珠海力量，完善

产业链条，有力助推林芝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李鸿斌说。

因为成立时间较晚，林芝文旅公
司手上并没有太多核心景区景点资
源。九洲控股集团援藏组团将工作
重点放在了对措木及日景区的深度
挖掘和开拓上。

这个“1+4+N”小组团，3年来努
力优化整合林芝文旅产业资源，克服
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经营理念落后
等诸多困难，积极推动林芝文旅公司
旗下巅峰公司股权处置，就措木及日
景区的发展规划及经营管理提出了
系列解决方案，为林芝文旅公司实现
跨越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来自珠海的旅游市场开拓经验，
很快在这里落地生根。据援藏人员、
林芝文旅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朱宝斌
介绍，在疫情防控形势复杂的情况下，
公司创新推出研学、露营、徒步等“西藏

人游西藏”系列产品，制定全员营销方
案，开展年卡回馈促销等活动，景区包
机团、研学团等纷至沓来，“短短几个月
内景区客量及营收实现逆势增长”。

除了开拓本土市场，九洲控股集
团援藏组团更想积极对外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旅游资源及客源市场，让更
多大湾区的旅客欣赏到林芝的美景。

经过深入调研，九洲控股集团援
藏组团与珠海市旅游总会、珠海市旅
行社行业协会建立战略合作。援藏
人员、林芝净地旅行社常务副总经理
全升介绍道，通过深度的拓展及市场
挖潜，短短两年时间里，虽受疫情等
不利影响，但林芝净地旅行社仍实现
了开业即盈利，为林芝文旅公司增加
营收近4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度挖掘景区
资源和市场的同时，林芝文旅公司还
积极与景区所在地唐地村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充分利用和发挥唐地村在劳
动力、产业资金、非遗文化、食宿、乡村
文旅项目等方面优势，为景区提供服
务配套和补充，实现村集体得益、农民
受惠、企业获利的多边共赢局面。

“目前，我们正全力推动措木及
日景区创建成为国家4A级景区，条
件成熟时将创建国家5A级景区。”李
鸿斌说，未来，措木及日景区将成为
林芝文旅公司业务发展的核心和引
擎，同时将作为文旅资源整合优化模
板，推动林芝市“一区六县”其他景区
景点等文旅资源的集聚和发展。

措木及日景区内还分布着工布
庄园、古寺庙遗址、布达拉宫神山、茶
商古道遗址、昂措湖等一系列景点。
对于景区的未来，李鸿斌信心满满：

“有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我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成为游客到西
藏旅游观光不可错过的美景之一。”

珠海援藏人员挖掘推广当地旅游资源

助林芝打造旅游环线璀璨明珠

措木及日景区。 本报记者 佘映薇 摄

本报讯 记者佘映薇 实习生余
沁霖报道：近日，伴随着一铲铲热土
掀起，由格力集团投资打造的三溪科
创小镇启动区三期项目格创·智造正
式动工。该项目是全市首个实现“拿
地即开工”“只租不售”的5.0产业空
间项目，项目将整体打造为标准厂房
及定制厂房，预计新增超16万平方
米的5.0产业空间及基础配套，打造
新型产城融合标杆。

此次动工的格创·智造项目位于
G105国道东侧、梅界路西侧、创源路
南侧，总投资额约15亿元，总用地面
积约4.03万平方米，包含三个地块。
项目以“工业上楼”为主导，可新增超
16万平方米的5.0产业空间及基础
配套。作为三溪科创小镇启动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格创·智造项目进一
步升级了厂房规格，局部柱网设置为
9×12米，首层部分荷载达2T、层高
8米，2-3层层高6-7米，4层以上层
高超过4.5米，可以满足大部分企业
的生产空间需求。

项目实现了“拿地即开工”。自项
目启动立项工作以来，三溪科创小镇
发展中心协同建设单位格力香溪公司
积极推进前期工作，于6月16日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
时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用地工程规划许可证》，6月17日正式
动工，刷新了珠海建设5.0产业空间的
新纪录。根据规划，格创·智造首栋厂
房今年底可达到进场装修条件，整体
将于2023年6月竣工验收。

珠海格力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尚丽君介绍说：“格创·智
造完全按照5.0产业空间有关标准进
行规划设计，建成后将与格创·集城
形成产业互补，乘势推动大批高质
量产业项目集聚落地，助力香洲区
打造高端制造业、创新创业、高端服
务业‘三个高地’，服务珠海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

三溪科创小镇位于香洲区西北
门户，是香洲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
提质增效的重要载体。自 2017 年
起，格力集团与香洲区共同打造总投
资超86亿元、总计容建面超84万平
方米的三溪科创小镇启动区产业以
及产业配套项目，其中产业用房面积
超61万平方米，办公、酒店、商业等
产业配套约22万平方米，正式吹响

“产业空间拓展行动”的冲锋号。
当前，三溪科创小镇启动区开发

建设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建设中。一
期项目格创·集城S1地块主体结构
已顺利封顶，产招中心已正式启用，
在谈拟入驻企业超90家，已明确高
达30万平方米的生产及办公研发用
房面积需求。二期项目漫舒·溪里、
三溪邻里中心和三溪公园于今年4
月动工，目前正在稳步推进施工建
设，为片区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创造

更优越的配套条件。公共服务配套
方面，三溪幼儿园、三溪小学将于今
年9月正式开学。

“目前三期项目格创·智造和即
将启动的四期项目格信·创谷均按照
5.0的产业空间标准进行规划建设，
建成后将为三溪科创小镇启动区新
增大约50万平方米的5.0产业空间，
打造珠海首个具有完善的产业生态

和服务配套的智慧型产业园区，产城
融合的标杆社区。”格力集团党委委
员、副总裁李朝明表示，作为开发建
设单位，格力集团将与香洲区共同推
动三溪科创小镇启动区跑出高质量
开发建设的加速度，确保格创·智造
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助力珠海全速推
进5.0产业空间建设，打造枝繁叶茂
的产业森林。

格创·智造项目效果图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道：6月13日
至19日是2022年全国节能宣传周，记者
从我市节能中心和节能协会联合举行的节
能降耗宣传活动中获悉，“十三五”期间我
市公共机构节能减排五年累计下降36%。

据市发展改革局能源科负责人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能耗“双控”倒逼
经济转型升级之路，优化能源结构，大力
压减燃煤，发展清洁能源，节能降耗取得
一定成效。

2011年以来，我市能源消费量总体
保持平稳上升，能耗增速呈下降趋势，由
2011年的6.19%下降到4.70%，以较低的
能耗增速支撑了全省第一梯位的经济增
速；2011年至2021年，单位GDP能耗累
计下降30.45%，能源利用效率实现大幅
度提升。全市规模以上六大高耗能行业
能源消费量比重逐年下降，2020年比重
比2015年下降4.5个百分点。

通过发展海上风电、压减煤炭消费、
推进热电联产项目等措施，我市能源结构

呈现低碳化趋势，煤炭消费大幅削减，
202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煤炭消费总量
436.9 万吨，较 2015 年减少了 114.1 万
吨。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总量比重由
2015年的63%下降到2020年的43.6%，
煤炭消费比重下降19.4个百分点。非化
石能源占比由2015年的 10.6%上升到
2020年的15.1%，上升了5个百分点。

2020年，我市非化石能源装机比重
大幅增长，由 2015 年的 1.5%上升到
2020年的11.4%。清洁电源装机比重为
59%，较2015年增加了14个百分点，其
中气电增加了92万千瓦，风电增加了32
万千瓦，光伏发电增加了13万千瓦，生物
质发电增加了9万千瓦，能源供应结构逐
渐实现低碳化、清洁化。

尤其是公共机构节能减排成效显
著。据介绍，2020年全市公共机构人均综
合能耗63.04千克标准煤/人、单位建筑面
积能耗5.05千克标准煤/平方米，较2015
年分别累计下降36.17%和11.64%，均超
额完成“十三五”下降11%的目标任务。

我市节能降耗工作成效显著

公共机构节能减排五年下降36%

拿地即开工

三溪科创小镇格创·智造项目动工

（上接01版）《规定》要求，领导干部
每年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时，应当如实填报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年
度集中报告后新产生的经商办企业情况
要及时报告。对领导干部报告情况要进
行随机抽查和重点查核，发现有关经商办
企业违反禁业规定的，责令领导干部作出
说明，由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退出经商
办企业，或者由领导干部本人退出现职、
接受职务调整，并视情况给予领导干部相
应处理处分。其中，对拟提拔或进一步使
用的领导干部，结合干部选拔任用“凡提

四必”进行查核，不符合拟任岗位禁业规
定的，应退出经商办企业，不同意退出的
不予任用。

《规定》要求，对领导干部不如实报告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禁业规定经商办企
业和以委托代持、隐名投资等形式虚假退
出，以及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谋取私利等行为，
依规依纪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对管理不力
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的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中办印发《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

（上接01版）居民经许可在规定时间内错
峰外出领取生活物资、快递以及接受核酸
检测。防范区：合作区全域（除封控区、管
控区外），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
人员聚集”管理措施。区域内人员非必要
不离开，确因工作、就学、就医等需要离开
的，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出
行。区域内的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农产品
批发市场除外）和卡拉OK、棋牌室、影剧
院、网吧、歌厅、酒吧、台球厅、博物馆、图书
馆、健身场所、室内游泳馆、洗浴中心、培训
机构等有关室内密闭场所暂停营业，所有
培训机构（含托管机构）暂停线下服务。

19日晚，香洲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自6月19日
19时起对南屏部分区域实行防控措施。
封控区：北山正街78号（山房隐味餐厅、
小日子甜品店），严格执行“区域封闭、足
不出户、服务上门”管理措施。封控区全
体人员24小时内进行1次核酸检测，前3
天每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之后视情动态
调整。管控区：杨氏大宗祠、莲塘、北山正
街南三巷27号、北山正街南三巷21号四
地所围合区域及北山大院，实行“足不出
区、错峰取物”管理措施。管控区全体人
员24小时内进行1次核酸检测，原则前3
天每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之后视情开展
核酸检测。防范区：北山旧村场区域（南
湾北路以东、珠海大道以南、北山路以西、
北山工业区以北），实行“强化社会面管
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管理措施。非必
要不离开，确因工作、就学、就医等需要离
开的，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出行。出行期间，严格做到“两点一线”，
不参加聚集性活动。防范区全体人员24
小时内开展1次核酸检测，根据现场实际
需要制定后续的核酸筛查频次。以上区
域管控措施暂定7天。防控措施将根据
疫情进展、防控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调整澳门入境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19日，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调整澳门入境人
员健康管理措施的通告》。通告要求，6
月15日（含）以来从澳门入境人员，尽快
向所在社区、单位、酒店报备，落实7天居
家隔离（不能外出）+7天居家健康监测
（非必要不外出），不返岗返校、不搭乘公
共交通工具、不去公共场所，第1、3、7、14
天开展核酸检测。同时，通告要求从澳门
红黄码区内的入境人员实施7天集中隔
离（每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7天居家隔
离（不能外出，第10、14天各开展1次核酸
检测）。该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后续
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动态调整。

同时，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经珠澳联防
联控机制协商一致，自6月19日9时起，经
珠澳口岸（含横琴口岸）出境人员需持有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现行经珠澳口
岸（含横琴口岸）入境人员持有24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关要求保持不变。

另外，经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全市各新冠疫苗
接种点从6月20日起暂停服务，珠海市
新冠疫苗预约平台暂停预约，具体开诊时
间另行通知，已预约号顺延有效。

珠海多区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
横琴及香洲南屏部分区域划定封控管控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