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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罗汉章报道：7月19
日8时48分，珠海市香洲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对多个区域防控措施进行调整。自
19日9时起，将凤山街道东坑社区黎
屋街95号等原高风险区调整为中风
险区；将翠香街道香溪庄等原中风险
区调整为低风险区；解除吉大街道竹
苑社区、石花社区以及官村社区白莲
洞公园以西，海湾社区以及南山社区
石花山以南区域临时管控措施，吉大
街道其他低风险区域维持现有临时管
控措施。

当天上午9时许，九洲大道中（西
行）交迎宾南路路口已有多名群众和
多辆汽车来到卡口，等待解除临时管
控措施。现场工作人员表示，本次防

控措施是分区域调整，需要一点时间，
请大家耐心等待。上午9时27分，现
场工作人员依次将路上的“雪糕筒”和
人行道上的“铁马”等撤离，该路口恢
复正常通行。

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她住在原
临时管控区域的竹苑，上班的地方就
在附近的名门大厦。她的工作是软件
设计，虽然可以居家办公，但碰到问题
不能跟同事当面沟通处理，还是会影
响项目进度，“现在终于解封了，我可
以回去上班了，之前已经被客户催了
好几次。”

“九洲大道中交迎宾南路的路
口解封了，你们可以过来了。”市民
黄先生在现场通过电话把解封的消
息第一时间告诉同事。黄先生表
示，他工作的汽车美容店就在附近，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他一直一个人
守店，“现在病例逐渐减少，我们店
所在的位置也解封了，相信生意慢
慢会好起来的。”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珠海市委
依法治市办聚焦民生领域社会关注和
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法治热点难
点，近日公布2022年七件法治实事项
目，推动法治建设更好服务大局，更好
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7月19日，记者从珠海市委依法
治市办了解到，七件法治实事项目首先
是创新民生领域立法，积极推动出台
《珠海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
完善珠海无障碍城市建设法律制度，将
无障碍城市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保障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
生活，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同时，创新推出“网格化”工作机
制，持续推进“保安全、护民生”工作，对
城市停车难题进行“绣花式”治理，初步
构建起“路路有人管、事事有落实”的交
通管理格局。针对如“停车难”等热点
问题，在全市确定71条城市支小道路，
分批次更换禁停交通标志，允许夜间21
时至次日7时停车；开展联合执法，清
理全市临街商铺占用公共停车位行为。

围绕市委、市政府“产业第一”决策
部署，出台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分类
改革实施方案和推进项目审批提速增
效措施，对政府投资项目、一般产业类
项目等进行审批流程再造，进一步提升
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项目早落
地、早开工、早投产，持续优化珠海法治
化营商环境。

积极回应粤港澳大湾区和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公共法律服务需求，促进
跨境法治环境融合和涉外法律服务衔
接，打造大湾区一流的集法律服务、合
作交流、法治宣传、人才培养、理论研究
于一体的“五位一体”平台，凝聚法治力
量，为在珠海工作生活的港澳居民、生
产经营的港澳企业提供差异化、一门
式、精准式的优质公共法律服务，助力
珠澳法治融合发展。

结合口岸城市特点，研发“走私违
法犯罪档案”数据库，将海关缉私部门
办理的走私类刑事案件数据以及检察
机关办理的案件数据纳入数据库，实现
走私违法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数据融
合，通过大数据的筛查、对比和碰撞，及
时、准确发现和打击走私违法犯罪行
为，提高检察监督质效，切实维护珠海
金融安全和秩序。

以全市落地重点企业、中小企业为
工作重点，围绕产业发展的难点、痛点
和风险点，提供定制化、精准化普法服
务，建立健全全市服务产业发展普法保
障工作机制，为全市产业发展提供高质
量普法服务。活动期间，组织开展不少
于100场“送法进企业”活动。

最后一项是推进市属公园普法阵
地建设。加强市属公园设施建设管理，
将市属公园建设成城管领域的普法阵
地，使广大群众从不同角度、不同空间
获得法治知识。

珠海推出2022年“法治为民实事”七大项目

将对城市停车难题进行“绣花式”治理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高栏港

项目投资再传喜讯。7月19日，记者
从国能珠海港务有限公司获悉，由该
公司投资11.6亿元兴建的珠海港高
栏港区国能散货码头工程已于近日取
得广东省发改委立项核准批复，标志
着项目前期工作顺利完成，进入实施
阶段。

据介绍，该项目拟在已建一期工
程的基础上，新建1个10万吨级卸船
泊位（结构按 15 万吨级设计）、2个
5000吨级装船泊位，新增年设计通过
能力为 1750 万吨（其中卸船能力
1230万吨、装船能力520万吨）。项目
建成后，国能珠海港务将拥有10个泊
位，年总设计通过能力为6830万吨
（其中卸船能力 3250 万吨、装船能力
2580万吨、装火车能力1000万吨），港
口岸线总长1890米。

“为强化区域能源储运体系，适
应腹地在建电厂和钢铁项目煤炭及
铁矿石等散货运输需求，进一步扩建
珠海国家应急煤炭储备基地，不断拓
展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等市场大物流
业务，适应粤港澳大湾区日益增长的
发展需求，公司投资建设珠海港高栏
港区国能散货码头工程项目。”国能
珠海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军告
诉记者。

王军表示，项目建成后，国能珠

海港务占广东省主要码头煤炭进港
量约 20%，占粤港澳大湾区煤炭进
港量约三分之一，将进一步提升国家
能源集团在华南地区的煤炭保供能
力，进一步提升珠海国家应急煤炭储

备基地能力，保障粤港澳大湾区能源
安全。

国能珠海港务有限公司是国家能
源集团下属二级单位，于2011年4月
26日成立，注册资本19.5亿元，也是

珠海目前最大的码头公司。截至今年
7月18日，国能珠海港务累计进港量
达1.33亿吨，营业收入累计32亿元，
营业利润保持连年上涨，今年上半年
累计进出港量达1464万吨。

国能珠海港务散货码头工程获批
将新建1个10万吨级卸船泊位和2个5000吨级装船泊位

7月19日上午，在九洲大道中（西行）交迎宾南路路口，等候多时的群众和汽车
通过已经解封的管控卡口。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国能珠海港务已建好的一期工程。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记者7月
19日从珠海农控集团获悉，2022年广
东扶贫济困日暨全社会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仪式日前在广州举行，珠海农控集
团被授予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金杯。
据统计，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珠
海农控集团通过市扶贫基金会累计捐
赠1119.3万元，为精准帮扶和乡村振
兴作出突出贡献。

自2021年4月以来，为更好地落
实珠海·遵义东西部协作工作中的涉农
任务，珠海农控集团在遵义设立了首家
东西部协作平台公司——遵义菜篮子
公司。当年7月，该集团牵头联络广东
十余家企业到遵义调研，并与遵义20
家企业签订总值1.5亿元的合作协议。

随后，珠海农控集团携手遵义经济
技术开发区共建粤黔协作珠遵产业园。
该集团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积极引进有
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入驻产业园，通过
产业协作开创东西部协作工作新局面。

此外，根据省、市关于乡村振兴驻
镇帮镇扶村工作决策部署，珠海农控
集团2021年选派党员骨干加入茂名

电白林头镇、树仔镇帮扶工作队，与帮
扶成员单位紧密配合，不断健全防止
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发力
产业就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
域，让脱贫成效更持续、稳固。

作为斗门区白蕉镇虾山村的帮扶
国企单位，珠海农控集团积极配合虾山
村加快推进乡村建设。2021年，该集
团向虾山村捐赠300万元专项资金，用
于建设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帮助虾山村
提升村容村貌、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
展、解决当地村民就业问题。

多年来，作为根植“三农”、服务珠
澳、辐射大湾区的市属国企，珠海农控集
团用行动在扶贫助困方面探索出一条

“企业持续发展、农民稳定致富”的特色
产业扶贫道路，从党建帮扶、消费帮扶、
产业帮扶着手，圆满完成对口帮扶广东
茂名文车村、木院村工作，以及对口怒江
州的产业帮扶、消费帮扶任务。

接下来，珠海农控集团将接续奋
斗，积极参与“千企帮千镇 万企兴万
村”行动，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奋力
开创乡村振兴帮扶新局面。

珠海农控集团被授予
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金杯

工业经济在4月份出现负增长之
后，5月实现由负转正，6月份制造业
PMI重回荣枯线上方。19日国新办发
布会上发布的数据，传递出工业经济企
稳回升的态势。

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在发布会上
说，工信部和各地各部门加强协同联动，
推动稳增长政策应出尽出、靠前发力，企
业克服困难，加足马力，稳定生产。在各
方面共同努力下，5、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0.7%和3.9%，工业
经济呈现恢复增长的态势。

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41个
工业大类行业中，上半年有33个行业
增加值实现正增长。与此同时，重点产
业链供应链加快恢复。受疫情冲击较
大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在4月份短暂
下降后，5月份恢复正增长。6月份汽
车制造业增加值由上月下降7%转为
大幅增长16.2%，有力拉动整体工业增
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9.6%，增速明显高于整体工业。

“总体看，上半年我国工业经济顶
住了冲击。”田玉龙说，当前，工业经济
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然严峻复杂，全球
经济增长放缓、通胀高企将不可避免对
贸易需求、全球供应链稳定、大宗商品
价格等带来一定影响，工业经济恢复增
长的基础仍不牢固。

他表示，下半年，要把提振工业经
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动稳工

业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加力帮扶中小
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工业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

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是关键。“上半年，我们聚焦重点区域、
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全力打通堵点卡
点。”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陶
青说，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恢复正常生产，汽车、集成
电路等重点产业链产能全面恢复。

陶青说，下一步，将加强对重点地
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监测，
推动关键节点企业稳产达产。进一步
完善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协调平台，健全
大宗产品供需“红黄蓝”预警机制，加强
汽车芯片供给，确保汽车、集成电路等
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大量中小企业有力支撑了工业稳
增长。上半年，助企纾困政策加快落
地，中小企业享受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
缓税缓费近1.8万亿元。1至6月，规模
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增速高于整体工业。

田玉龙说，帮扶中小企业纾困解
难还要加力，要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
发展环境，加快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发
展，今年努力培育3000家左右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和一批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

据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6月份制造业PMI重回荣枯线上方

我国工业经济呈现恢复增长态势

本报讯 记者李栋 李森 通讯员
朱宗报道：7月19日下午，澳门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珠海市委书
记、省委横琴工委书记吕玉印共同主
持召开珠澳联防联控工作视频会
议。双方通报了珠澳两地疫情防控
工作情况，并就进一步加强珠澳联防
联控交换了意见。省委横琴工委副
书记、省政府横琴办主任聂新平参加
会议。

贺一诚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感谢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珠海市
委、市政府在疫情期间给予澳门的大
力支持。他指出，珠海对澳门居民生
活所需物资提供充足保障和往来便

利，并派出专业的医疗团队及时支援
澳门多轮全民核酸检测，充分体现了
珠海和澳门两地唇齿相依的情谊。
澳门应对这一波疫情，按照本地现实
情况在不同阶段有序采取不同措施，
本轮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初步成
效。这不但有赖于中央政府的坚强
领导、广东省和珠海市的大力支持，
更依靠全澳居民的理解和配合。澳
门将继续坚定执行“动态清零”的防
疫方针，全力以赴尽快遏止社会面感
染个案，做好疫情防控以保障广大澳
门居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尽快稳定
疫情并科学有序地推进珠澳两地人
员的正常往来。

吕玉印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对珠澳联防联控
特别是珠海疫情处置工作的支持和
帮助。他表示，珠海疫情发生后，市
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
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以快制快、
露头就打，按照“围住、捞干、扑灭”要
求，从严从快从细开展疫情处置工
作。在珠海疫情处置的关键时刻，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推进本地疫情
处置的同时，积极支持珠海疫情防
控，第一时间通报情况、共享信息，及
时调整通关政策，持续优化珠澳联防

联控，为珠海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提供了有力支撑。接下来，希望珠澳
两地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科学研
判，因时因势优化珠澳联防联控，在
做好防控、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
步优化完善通关政策，更好保障两地
人员货物顺畅往来，最大限度减少对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的影响。

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领导张永
春、黄少泽、欧阳瑜、梁文昌、黄文忠、
许丽芳；珠海市领导谈静、吴轼、郭才
武、杨川、张晨、谢仁思，省委横琴工
委、省政府横琴办领导符永革、叶真等
参加会议。

“解封后不用再一个人守店了”
香洲区吉大街道部分区域解除临时管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