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高飞 美编：于仁智 校对：刘刚艺 组版：池东

2022年7月8日 星期五03 评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斗门海关公告
我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
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收缴了冻
牛肠3.1吨，并已依法制发了收缴清
单（拱 斗 关 缉 收 字 [2022]0001
号）。现根据该《条例》第六十二条
第二款的规定对收缴清单予以公
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日即
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2年7月8日

车辆拍卖公告
受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7月19日（星

期二）上午10时在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永发大厦三楼拍卖厅公开拍卖车辆共
7台（大众帕萨特、大众朗逸）。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电话预约。有意竞买者，请与本公司联系索取资
料、看样及在7月18日12时前缴交保证金到珠海农商银行对公账户和办理有
关手续。联系电话：8182138

珠海市富安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

通 告
因电力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22年 7月 8日至

7 月 25 日每天除 7:00～9:00、17:00～19:00 外，对珠海大
道联港工业区路段、县道 X582 近惠威科技公司路段、
永安中路明宏集团工业园路段、虹晖路明宏集团工业
园路段、富康路红灯四连公交站路段、县道 X760 王发
别院路段实施封闭部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交通
管制措施。请过往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和行人注意交通
安全。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7月8日

东桥旧村更新项目S6地块为教育用地，规划建设幼儿园一所。
珠海市绿景东桥投资有限公司是东桥旧村更新项目的实施主体，现
申请办理S6地块的用地手续。经查，S6地块所在宗地原登记权益人
18户（含股份合作公司），共26本不动产权证，其中21本已注销，5本
正在办理注销前的继承权公证手续（粤房地证字第C6583659号、粤
房地共证字第C1224687号、粤房地共证字第C1224688号、粤房地
共证字第C1224689号、粤房字第2455700号）。如上述范围内尚有
其他土地权益人，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意见。

公示时间：2022年7月8日至2022年7月14日（7天）；
有效反馈意见时间：公示期内；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书面意见并注明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

系地址，送（或邮寄）至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联系地址：珠海市
香洲区红山路 288 号国际科技大厦 15 楼 1506 室，联系电话：
0756-2617901）。

附件：东桥旧村更新项目S6地块范围示意图
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

2022年7月8日

公 示 房屋认领公告
珠海华发新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我公司”）为联安旧村改造项目实施主体，在推进项目用地范围内的房屋产权注

销工作过程中，未查到联安东街109号房屋第二层产权人主体身份证明材料。依据《香洲区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不动
产权注销登记操作办法》相关规定，现对该房屋发布认领公告，详细情况如下：

凡认为对该房屋具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我公司申请认领，并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具体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无人认领的，我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申请注销该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

申请认领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粤海东路1068号3楼301室 联系人：林龙晖，联系电话：13168676358。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八日

房屋地址

联 安 东 街
109 号 第 二
层

产权资料

土地资料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土地证号：04020100050，登
记所有权人：珠海经济特区粤
海建筑实业公司第一工区
土地登记面积：111m2）

房产资料

《房屋所有权证》（权证号码：0934477号
房产证号：珠房字第031062，登记所有权人：
珠海经济特区粤海建筑实业公司第一工区
建筑面积：113.89m2）

情况说明

无法查明产权人
企业登记信息或
营业执照等证明
主体身份的材料

测绘面积
（m2）

1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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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芳华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2S344040048

许可证流水号：00975317

设 立 日 期：2016年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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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横琴新区芳华路91号商铺

邮 政 编 码：519000 联 系 电 话：0756-5258689

发 证 日 期：2022年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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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

遗失声明
珠海市壹和城市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3MA5544CR0P；公章、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遗失广东省医疗

收费票据存根联两份，号码为LD82978
320、LD829781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盛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40400MA58A4X84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豫家餐饮店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24404
0401010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红旗华侨物资总公司遗失合

同专用章（1）、（2）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合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高新区芝新味茶餐厅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井岸镇冯玉玲猪肉档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冰火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
0MA4UYCB9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精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共产党珠海市精文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支部委员会章壹枚、珠海市精文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斗门分公司发票专用章壹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雅信翻译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00000426
50；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森海日用百货行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天祥兴石化有限公司遗失粤
珠海供水 1208 营运证，编号：粤珠 SN
(2021)00000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吉大涵雅教育服务中心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400MA4ULY4B44，声明作废。

周德强遗失渔业船员证书，编号：
522226197002288709，声明作废。

周锡明遗失渔业船员证书，编号：
52212719740804X547，声明作废。

唐社富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号：
082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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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兵

近日，对2072名“00后”受访者进
行的一项职业调查显示，在选择工作
时，主要考虑薪资待遇的占73.5%，考
虑行业前景的占61.1%。92.7%的受访

“00后”对新职业有兴趣，其中37.4%的
受访“00后”非常有兴趣。

新职业受到“00后”毕业生青睐，
既反映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产业多元化带来的就业选择空间有
了极大的扩展，也契合了“00后”大胆
开放、包容性强、追求新鲜事物的特
点。说明“00 后”不再拘泥于所谓的

“铁饭碗”，不再人为地将行业分为三
六九等，而是认定只要自己付出辛勤
劳动，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就有价值，
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新职业受到“00后”毕业生青睐，
是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所致。
卡路里规划师、电子竞技运营师、直播
销售员、民宿管家、家庭教育指导
师……这些新的就业岗位，在过去或
许会被贴上“不务正业”“没出息”的标
签，如今已然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

“认证”。前不久，人社部等三部门发

布了 18 个新职业，包括易货师、调饮
师、电子数据取证分析师、碳排放管理
员等。自2019年4月至今，人社部等部
门已经向社会正式发布了4批56个新
职业。这些随着5G、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应用而产生的
富有时代感的新职业，越来越被更多
人所接受，“不丢人”“更自由”“喜欢就
好”，这种打破束缚的就业理念和价值
追求，让“00后”有了实现人生价值的
更大空间，有了发挥专长的更大舞台。

新职业的“新”，也意味着其发展
没有前例，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成
长中的烦恼”，如何让“00 后”毕业生
安心从事新职业，离不开政府和全社
会保驾护航。比如技能培训方面，要

健全课堂教学、自主学习、结合实践、
指导帮扶等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尽量
让相关内容贯穿于创业全过程。在
配套服务方面，要尽快落实落细社会
保障、劳动报酬等措施，保障好新职
业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只有持续增
强对新职业的规范引导、政策帮扶，
为“00后”创造一个宽松、便利的创业
环境，以此减轻他们的创业压力，尽
量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更好提
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成功几率。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新时代
的新青年，在创新创业的舞台上，天地
广阔、大有可为，只要踏踏实实、认认真
真，不断锤炼技能、提升自身能力，定能
在新职业的赛道上放飞青春梦想。

□汪昌莲

在浙江宁波明州里购物中心，商场
门口大屏幕上写着“明州里不欢迎广场
舞”，下方的广场却仍有众多跳广场舞
的人群。7月7日，商场工作人员告诉
极目新闻记者，打出标语是因为广场舞
者太多影响到商场营业。当地派出所
民警表示，还在处理商场与广场舞人群
的纠纷。（7月7日极目新闻）

跳广场舞是社区文体活动的主要
形式之一。目前，全国广场舞爱好者超
过 1 亿人，主体人群是 40 到 65 岁的中
老年妇女。然而，广场舞噪音扰民引发
的矛盾纠纷此起彼伏，以至于广场舞扰
民已成为广受关注的“全国现象”，此前
有的地方曾发生过居民扔物、泼粪、放
狗、鸣枪等驱赶舞者的过激行为。特别
是因广场舞影响正常经营，浙江宁波一
家商场门口大屏幕打出“不欢迎广场
舞”的字幕，更是将广场舞扰民问题推
上了风口浪尖。

广场舞成“扰民舞”，看似一个小问
题，却也是一道民生难题。如何满足人
们喜欢健身和追求安静的不同诉求，考
验着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事实上，新

修订的噪声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在
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
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
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
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
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
过大音量。如果违反规定，在说服教育
下仍拒不改正的，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
可以罚款。可见，只有依法规范全民健
身活动，广场舞噪声扰民等问题才能迎
刃而解。

要做到这一点，这就要求公安部门
牵头，与环保、文体、城管等部门开展联合
执法，合理有效解决广场舞扰民问题。同
时，指导社区广场、公园管理处，对广场舞
组织者实行登记制度，一旦发现有噪音扰
民现象，直接联系组织者进行劝导或处
罚，而不是让商户或居民直接同舞者发生
冲突。特别要规定活动的起止时段、设备
的音量大小，避免噪声扰民。

此外，在对广场舞进行依法规范、
制度约束的同时，应加大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投入，并做好规划设计，在远离办
公、学校、医院、居民小区等场所的地
方，专门修建公益性的文化广场，供市
民娱乐休闲。

广场舞不能成为“扰民舞”

□张丽君

讲好党课是一名党员干部的
必备素质和基本技能，对于加强
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凝聚思想共
识和行动伟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但要真正讲好党课、讲出效
果，还需要弹好“三部曲”。

要弹好“前奏曲”。要想讲好
党课，课前的精心准备是讲好党
课的关键所在。在制作课件之
前，需要全面了解掌握授课对象、
授课地点、授课的目的等环节，在
摸清授课对象的基础上，找准立
意、理清思路、搭好框架、选好内
容，切实增强党课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有效杜绝不想听、不愿听的
尴尬局面。

要弹好“协奏曲”。讲党课不
是彰显授课者理论知识有多高大
上，而是要用简单明了、浅显易懂
接地气的语言，以喜闻乐见的方
式，让群众愿意来、坐得下、听得
进、记得住，只有这样才能引发共
鸣，在思想上同频共振，达到双向
互动的目的。要善于挖掘群众身
边人、身边事，以小载体讲清大道
理，从小角度阐释大观点。

要弹好“奋进曲”。讲好党课
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好当前党

员干部队伍和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让党员干部在聆听党课中汲
取政治营养和奋斗源泉，从而激
发强大的学习动力、思想伟力和
行动力量，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攻
坚克难、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
要对标新时代党的新要求、新部
署，贴近百姓热切期盼，聚焦基层
治理、乡村振兴等党和政府中心
工作中的问题和难点，将党课理
论和实践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将
厘清问题和明确方法结合起来，
为破解难题指明方向、找准航道，
让党课收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讲好党课，需要弹好“三部曲”

国家网信
办反诈中心近
期监测发现多
起仿冒投资平
台进行诈骗的
事件。“新华视
点”记者调查
发现，不少虚
假网贷App仿
冒 银 行 、金
融平台，诈骗
分 子 多 方 引
流、大量分发。

新华社发

伪 装

□岚山

疫情在反复，防控也在优化改
进。日前，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
版）》，对各地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工作进行指导，其中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开展重点场所、重点机构和重
点人群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和
疫情处置，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
及扩散”。

做好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是保障
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重要一
环。测温工具无效、员工体温记录不
全、未严格落实测温验码、从业人员
未佩戴口罩……观察近期疫情形势
不难发现，一些地方之所以呈现点

多、面广、频发的特点，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公共场所疫情防控工作失之
于松、失之于宽，贯彻疫情防控措施
不实不细，造成疫情存在多条传播链
条，给病毒溯源和防控工作带来巨大
挑战。

疫情防控环环相扣，哪一环都不
能出现纰漏。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传
播更快、隐匿性更强的特点，第九版防
控方案进一步强化了监测预警，开展
人、物、环境等多渠道监测。比如，对
于车站、机场、核酸检测点、农贸市场、
商场超市、影剧院、体育场馆等人员密
集、空间密闭的重点场所，要求根据所
在地区疫情风险等级和场所实际情况
控制人流密度，确保有效通风换气。
又如，对党政机关、医疗机构、中小学
校、企业工地等重点机构，要求对来访

人员进行体温监测、核验健康码，尽可
能减少大型会议及人员聚集活动。再
如，对医务人员、环卫工人、快递外卖
人员、口岸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等重点
人群，要求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做好个
人防护等。这些举措的目的，就在于
当发现本土疫情时，能够快速反应、精
准防控、以快制快，在最短时间内扑灭
疫情，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防控
效果。

病毒乘虚而入的地方，往往也是
“四方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地方。避
免公共场所成为疫情的“传播器”和

“放大器”，就必须全面落实属地、部
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克服麻痹
思想、厌战情绪、松劲心态，构建全社
会防疫共同体，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风
险。从掌握基础信息到加强人员管

理，从做好应急处置到防止漏管失
控，确保“来源可溯、去向可追”，才能
织密疫情防控“防护网”。不可否认，
进入公共场所、社区、单位扫码测温，
一些人难免会觉得繁琐，产生抵触心
态。但必须认识到，这是从严从紧的
必然要求，也是抓早抓小的客观需
要。积极配合做好防控工作，把测
温、扫码、消杀等措施落到实处，才是
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
责，才有助于服务抗疫大局，早日取
得最后胜利。

坚 持 就 是 胜 利 ，坚 持 才 能 胜
利。决不能让病毒藏匿，更不能让
疫情扩散！既要防止疫情防控层层
加码，也要保证病毒传播可防可控，
对此我们有能力更有实力，是要求
更是责任。

压实四方责任，不留防控死角

在新职业的赛道上放飞青春梦想

（上接 01 版）秉承“绿色环保、安全高
效、智能科学、活力休闲”的原则，格创
项目在规划设计方面颇具特色：地块
内北侧设置“U”形大厂房，南侧楼栋间
设置人行景观带，空中连廊贯穿生产
区域和高级人才宿舍、运动场地等配
套区域，巧妙实现人车分流；东侧形象
大楼及西南侧宿舍构建出灵活多变、
可分可合的产业空间。此外，规划搭
建智慧化、数字化的新媒体展示中心，
配备智能餐厅，打造成集生产、生活、
生态为一体的花园式产业园区。

当前，格力集团在香洲区、金湾
区、斗门区、高新区全速推进5.0产业
新空间建设，力争今年建成约150万平
方米的5.0产业新空间，全力以赴落实

“至2023年累计新建成300万平方米
5.0产业新空间及相关配套设施”的既
定任务，为各区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
提供有力支撑，助力珠海实现“产业森
林”规模效应、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

年内筹建10个5.0产业新空
间项目

5.0产业新空间是迅速提升珠海园
区配套和服务能力的重要载体。高新
区深入贯彻落实“产业第一”重要部
署，在拓产业空间、强产业载体的硬仗
上强调速度与质量并重，坚持高标准
建设、加速度建设，确保项目优质高
效，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据透露，高新区年内共统筹建设
10个5.0产业新空间项目，预计今年可
建成116.48万平方米，两年内共计划

打造约216万平方米5.0产业新空间。
瞄准今年的目标任务，高新区正

加足马力实施5.0产业新空间攻坚行
动。今年5月，高新区组建标准工业厂
房建设工作专班，坚持企业导向、项目
需求，以“低成本、规模化、配套好”的
标准建设5.0产业空间，不断提升产业
空间内涵、增强产业发展竞争力，每天
一更新、每周一调度，做到建设、招商、
装修、入驻“四个同步”。

与此同时，高新区还强力拓展产
业空间载体、盘活存量空间、做优增量
空间，实施“熟地”整备攻坚和园区旧
改攻坚，鼓励低效用地扩容提质，力促
产业空间面积和亩均效益“双提升”。
目前，港湾1号“产业空间扩容提质+集
体经济强筋壮骨”联动旧改模式已累
计为淇澳、后环、唐家等集体经济组织新
增收益近5700万元、年均增长近20%；
总体量 60 万平方米的永丰“港湾 7
号·智造超级工厂”项目实现签约即动
工；全区首个“工业上楼”示范产业
园——“港湾6号·金鸿工业园二期”让
入驻企业做到“拎机投产”。

筑好5.0产业新空间的“巢”，才能
不断为园区产业发展引来好“凤”。高
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项目
开工为契机，不断加快推动一批5.0产
业新空间项目在年内早动工、早建设、
早投产，持续拓展产业空间载体，以大
园区承载大产业，为高新区高标准建
设未来科技城、打造区域创新中心、加
速迈向“千亿级”高科技园区提供“硬
支撑”，以项目建设的实际成效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格创5.0产业新空间项目动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