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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将出台《珠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着力提高珠海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效率

我市召开科技创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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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湾区新兴科技创新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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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栋 罗汉章 通讯员朱宗
报道：7月5日下午，我市召开科技创新大会，总
结我市前一阶段科技创新工作，表彰2020年度、
2021年度珠海市科学技术奖获奖单位和个人，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书记、省委横琴工
委书记吕玉印，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豪出席会
议并为获奖单位和个人代表颁奖。

会议宣读了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国家及广
东省科学技术奖、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珠海赛区获
奖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百强的通报。珠海冠宇电
池有限公司参与的“高可靠长寿命锂离子电池关
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项目、珠海医凯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参与的“血管通路数字诊疗关键技术体
系建立及其临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珠海展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参与
的“动态表面海洋防污材料及配套防护技术”项
目获得广东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节能环保制冷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参与的“空气源热泵高效供热关键
技术及产业化”项目和中海石油深海开发有限公
司参与的“深水油气田高效开发钻完井作业关键
技术及工业化应用”项目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吕玉印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获奖单位和个
人表示祝贺，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
高敬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对广东、珠
海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第
十三次党代会及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部署，坚定
不移实施创新发展主导战略，全面强化科技创
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
内涵型增长，加快推进珠海经济特区高质量
发展。

吕玉印强调，要紧扣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以
更大力度加快推进湾区新兴科技创新城市建
设。要实施区域协同行动，充分发挥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优势，携手澳门推动广珠澳科技创新走

廊建设，积极链接港深莞、广佛创新极点，优化市
域创新空间布局，服务构建“两廊三极多节点”创
新格局。要实施双链融合行动，夯实产业技术支

撑能力，推动先进技术与传统产业升级相融合，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不断增强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要实施企业

提升行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壮大科
技型企业集群规模，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梯次培
育，加快建设5.0产业新空间，培育壮大创新创造

的主体力量。要实施人才集聚行动，积极推进湾
区人才高地建设，加快锻造战略人才队伍，推动
珠澳港人才协同发展，用好用活各类人才，让人
才链衔接创新链、推动产业链。要实施生态优化
行动，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强化科技金融支撑，完
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权交易市场，推动创新文化
建设，营造创新要素活力迸发的良好环境。要加
强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委政府“一
把手”亲自抓科技创新，增强领导干部推进科技
创新的本领，狠抓政策部署落地，确保各项工作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黄志豪强调，全市各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精神，把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
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
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奋力开创湾区新兴
科技创新城市建设新局面。要坚持“产业第
一”导向，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聚焦

“4+3”支柱产业集群，加快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倍增计划，着力引进具有龙头引领和造血强链
功能的上下游重点产业项目，加快构建珠海

“产业森林”。要推动力量资源配置向科技创
新集中集聚，大力发展5.0产业新空间，有效降
低企业时间、租金、招工成本，提升企业科技研
发和生产效率，以良好的生态系统激发创新创
造强大动能。

会议还通报了2021年全市创新驱动发展情
况，播放了奋力建设湾区新兴科技创新城市专题
片。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大可、张旭，市领导吴青
川、谈静、吴轼、杨川、李伟辉、李翀，各区（功能
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办、市直有
关单位、市有关人民团体、部分高等院校及科研
机构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省驻珠有关单位负责
同志，部分获奖单位、科技创新企业代表，有关协
会代表等参加会议。

▶▶相关报道见03版

7月5日，全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本报讯 记者罗汉章报道：近日，市
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珠海市
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实施细则》从
控规编制、控规审批、控规调整等方面形
成三十条条款，推进珠海空间资源高效
利用，强化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提高控
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效率。

记者注意到，《实施细则》主要创新内
容包含4个方面：一是明确差异化控规编制
主体，在《珠海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基
础上重新划分全市控规编制主体，将三溪
科创小镇、造贝工业园控规组织编制权下
放至香洲区。二是优化控规调整类型与情
形，在原控规修改、修正基础上新增控规局
部调整类型，拓宽优化控规修改、修正情
形。三是简化控规审批流程，针对每种控
规调整类型制定差异化的审批流程，最大
限度简化部分产业用地、公益性用地控规
调整审批程序。四是建立控规与专项规划

联动调整机制，强化控规与专项规划衔接，
确保公共服务、市政交通等各类设施落地
实施。上述内容均旨在进一步提高控规调
整审批效率，为“产业第一”提供强有力支撑。

以简化产业用地控规调整为例，对
产业用地提高开发强度到3.0、产业用地
之间相互调整的，直接由市自然资源局
进行控规修正，可当日办结，涉及利害关
系人的应公示不少于30日；对其他经营
性用地调整为产业用地、产业用地开发
强度提高到3.0-5.0等5种产业用地控规
调整情形，创新提出控规局部调整，因其
满足各类技术标准规范和设施承载力要
求，属于控规的小幅度修改，程序由“两
报两批”调整为“一报一批”。市自然资
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具体而言，就是由
区相关部门提出申请，经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论证审查和完成30日批前公示后，
报区政府审批和市政府备案。

与此同时，我市结合实际拓宽控规
技术修正情形，将大多数公益性用地调
整情形纳入技术修正范畴，如明确公益
性用地范畴、增加公益性用地之间相互
调整等，切实为全市各类公益性项目建
设提供有效保障和支撑。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林琦琦 见习
记者余沁霖报道：7月5日，市人大常
委会召开珠海市“更好发挥人大代表
作用”主题活动动员会暨启动仪式。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和要求，
市人大常委会于7月5日至31日组
织我市的全国、省、市、区、镇五级人
大代表，围绕深入推进“爱国卫生”和

“产业第一”等主题，开展以“我为
民、我履职、我行动”为口号的“更好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潘江作动员
讲话。

此次活动主要围绕助推“爱国卫
生”运动走深走实、“疫情要防住”要求
落实落细、“产业第一”政策落地见效
以及“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等十项
活动，开展“百个代表联络站联动、千
名代表共行动”的“十百千”主题活
动。各级人大以代表小组或者代表联
络站为载体，组织五级代表深入企业、
学校、医院、社区、村居等一线开展活
动，并形成有质量的代表建议，推动解
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潘江强调，高水平、高质量开展好
今年的代表主题活动，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的积极行动，是贯彻落实“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
求的重要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今年开展代表主题活动的重要
意义，推动各级人大代表进一步增强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要围绕中心精准选题，精心谋划、
扎实推进，坚持问题导向，推动主题活
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切实解决群
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
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人

大代表履职反映人民群众呼声、听取
人民群众意见、汇集人民群众智慧，使
发挥各级人大代表作用成为人民当家
作主的重要体现。要加强代表履职培
训，注重在主题活动中提升代表履职
能力，推动代表更好履行法定职责。
要加强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加强组织
实施，强化工作指导，切实动员代表迅
速行动起来，真正做到“三级人大在联
动、五级代表在行动”。要加强宣传报
道的统筹策划，积极营造良好氛围，推
动主题活动报道出新出彩出色，展示
出新时代珠海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
为新风采。

珠海市“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启动

我为民我履职我行动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 实习生杨贻然
报道：7月5日上午，市政协举行2022年

“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活动。市政协党
组书记、主席王开洲参加了活动。

会议强调，2022年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奋力开
创“三农”工作新局面的关键之年。广大
政协委员和市政协机关干部职工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和
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落实省
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关于乡村振兴
的工作部署，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
直以来，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捐资助贫奉献
爱心，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作出了

突出贡献。活动上，市政协号召广大政协
委员积极参加“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活
动，捐出善款，献出爱心，把握住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这个重大历史机遇，巩固拓展脱
贫成果，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帮扶，持
续改善脱贫地区的发展环境，助力乡村振
兴，促进共同富裕，以乡村振兴新成效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捐款仪式上，广大政协委员和市政
协机关干部职工踊跃参与捐款，以实际
行动为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贡
献积极力量。据市政协有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已收到捐款160万元。

市政协领导陈洪辉、张松、彭洪、王
红勤、贺军、戴伟辉、李秉勇、陈依兰、张
宜生参加活动。

市政协举行2022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李栋 李森 通讯员
朱宗报道：7月5日下午，市委书记吕
玉印主持召开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
利用工作联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贯彻落实中央及省有关工作要求，研
究部署我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
用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豪出
席会议。

会上，吕玉印、黄志豪认真听取

了珠海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
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情况汇报，
充分肯定珠海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
利用等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吕玉
印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
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
是城市生命的重要部分。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历史文化
资源保护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用
全面、历史、辩证的思维观念谋划推
进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扎实

做好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和建设，更
好地推动历史文化资源传承性保
护、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做
好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坚持精雕细
琢、修旧如旧，在尊重历史、保持原
貌、体现特色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对
珠海历史文化街区的修缮工作，以
点带面、串珠成链、连成一片、形成
规模，让老街区焕发新风采。要全
面梳理珠海历史文化脉络，深入挖
掘城市历史文化内涵和历史名人文

化价值，真正把珠海历史中具有时
代价值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呈现
出来，进一步讲好珠海故事、提升珠
海形象、彰显珠海魅力。要统筹好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城市开发建
设，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
决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文化为代价换
取经济发展，让建设与保护相得益
彰、传统与现代相映生辉。

市领导谈静、吴轼、李伟辉、李翀、
胡新天、戴伟辉参加会议。

吕玉印主持召开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联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5日向阿
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特本致贺电，祝贺阿尔及利
亚独立革命胜利60周年。

习近平指出，60年前，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艰苦斗争，
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谱写了阿拉伯和非洲民族解
放运动的光辉篇章。中国政府和人民曾为阿尔及利亚独立
革命提供支持和帮助，两国和两国人民在斗争中结下深厚
友谊。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务实合作成果丰

硕，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我高度重视
中阿关系发展，愿同特本总统一道努力，推进两国在共建

“一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交流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卜杜拉

赫曼致贺电。李克强表示，两国建交64年来，双边关系一
直健康稳定发展。我愿同阿卜杜拉赫曼总理携手努力，拓
展深化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丰富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林琦琦报
道：7月5日，为期一个月的珠海市“更
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正式
启动。当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主任潘江以市人大代表身份到
香洲区参加活动，实地视察代表建议

落实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与群众面对
面交流，现场回应群众提出的建议。

潘江一行先后实地察看了南湾大
道情侣路管网清淤完成情况、天一居
对面地块和回归广场公园改造情况、
南湾大道公交候车亭建设进展情况。

潘江对相关项目推进情况予以肯定，
强调要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相关工作，
保障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营造良好
的生活环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据了解，此前，南湾大道情侣路南
段主线代建工程已开通的雨水管网、

污水管网，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淤积和
堵塞，清淤工程进展缓慢。今年4月，
潘江到湾仔街道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
接待群众时，有群众反映该问题。根
据工作程序，潘江向有关部门提出了
处理意见。 （下转02版）

潘江到香洲区参加“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

倾听群众心声 回应群众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