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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提出珠海隧道工程TJ2标段用海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我分
局对该用海项目的海域使用权设置进行了初审，现予以公示。请对该用海项目有异议的利害关系人或单位，在2022年8月
5日至2022年8月14日内，将书面材料送交我分局反映情况。逾期无异议，我分局则按法定程序报批。

全部宗海界址点见附件。
联系人：何先生，电话：0756-7799969，地址：珠海市金湾区金鑫路137号行政服务中心B2栋403室，邮编：519090。
附件：珠海隧道工程TJ2标段宗海界址点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金湾分局
2022年8月5日

珠海隧道工程TJ2标段申请海域使用权公示

项目名称
位置

用海面积

珠海隧道工程TJ2标段
位于珠海市鹤洲水道南岸、鹤洲南围垦区北侧，磨刀门水道主航道的西侧
1.7236公顷

界址点编号及坐标（CGCS2000北纬|东经）
用海总面积1.7236公顷

（跨海桥梁用海1.0196公顷，透水构筑物用海0.2382公顷，港池用海0.4658公顷）
施工栈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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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47.841"
22°08′47.100"
22°08′45.231"
22°08′43.746"
22°08′41.309"
22°08′41.255"
22°08′40.997"
22°08′41.304"
22°08′4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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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42.031"
22°08′42.035"
22°08′44.457"
22°08′45.944"
22°08′47.815"

113°23′44.912"
113°23′46.175"
113°23′49.346"
113°23′51.866"
113°23′55.982"
113°23′56.046"
113°23′56.575"
113°23′56.698"
113°23′56.928"
113°23′57.118"
113°23′56.517"
113°23′56.444"
113°23′52.354"
113°23′49.830"
113°23′4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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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48.332"
22°08′48.402"
22°08′47.858"

22°09′18.379"
22°09′18.420"
22°09′19.057"
22°09′19.330"
22°09′19.333"
22°09′19.358"
22°09′19.355"
22°09′19.748"
22°09′19.976"
22°09′19.048"
22°09′20.265"
22°09′21.071"

113°23′45.762"
113°23′45.651"
113°23′44.929"

113°24′39.478"
113°24′39.532"
113°24′40.358"
113°24′40.712"
113°24′40.670"
113°24′40.644"
113°24′40.639"
113°24′40.307"
113°24′40.110"
113°24′38.891"
113°24′40.489"
113°24′39.783"

附件：珠海隧道工程TJ2标段项目宗海界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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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栈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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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9′19.569"
22°09′18.763"

22°09′11.616"
22°09′11.657"
22°09′12.097"
22°09′12.343"

113°24′37.810"
113°24′38.517"

113°24′30.606"
113°24′30.660"
113°24′31.241"
113°24′3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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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9′12.569"
22°09′13.215"
22°09′12.282"
22°09′13.623"
22°09′14.313"
22°09′12.584"
22°09′11.894"

113°24′31.863"
113°24′31.317"
113°24′30.044"
113°24′31.873"
113°24′31.291"
113°24′28.932"
113°24′29.515"

因城市道路建设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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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起，依
法对位于唐家湾镇金鼎片区会同柏叶林村西侧的
212947.52平方米（合约319.42亩）珠海市高新区金溪大道
（高新区段二期）新建工程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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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日内，配合珠海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和城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办理青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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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和城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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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

珠高通告〔2022〕9号清理土地通告

招标信息
一、项目名称：青茂口岸饭堂

食材配送服务项目；二、预算金额：
2477392.00元，含税；三、详见中国
政府采购网、中国海关网；四、联络
人：邹小姐0756-2160866。

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0日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为加快
产业工人集聚，助力企业加快发展，8
月9日，珠海高新区发布《珠海高新区
2022年秋季学期产业工人子女入读
公办学校工作方案（试行）》，明确从
2022年至2024年将提供约6000个
公办学位，让产业工人子女“有学上、
上好学、择近校”，集聚高新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

珠海高新区这一为产业工人量身
定制的“硬核”举措一经推出迅速“霸
屏”朋友圈，受到广泛好评。《方案》中
提出的“产业工人”，是指工商注册地、
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珠海高新
区主园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的
员工（须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
同）。

围绕产业工人家庭需求，高新区
计划于 2022 年秋季学期安排学位
1420 个；2023 年不少于 2000 个；
2024年不少于2500个。

《方案》明确，学位分配实行综合
评分制，按照“珠海高新区产业工人子
女入读公办学校企业评分表”各项所
得分值合计，分值高者优先。当申请
相同年级的学位数超出可安排学位数
时，对各企业按照加权算法确定学位
（即某企业申请人数÷各企业申请总
人数×可提供学位数）；当某企业的申

请人数超出其应得学位数时，由企业
自行排位；对因学位不足未能安排到
所申请学校的，可调剂安排到其他学
校；不接受调剂安排的，则视为自动放
弃。

该区符合条件的产业工人可于8
月18日前，通过“珠海高新区”微信公
众号下载《珠海高新区产业工人子女
入读公办学校申请表》填写并向所在
企业提出申请，经企业审核盖章后，产
业工人须登录珠海高新区招生报名系
统，在系统中准确、规范填写相关信息，
并拍照上传申请表和有效劳动合同。

8月19日至8月20日期间，高新
区将对申请进行审核；8月22日至8
月24日期间，将对拟录取人员名单进
行公示。拟录取的产业工人子女，须
由本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于8月25
日携带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有效劳
动合同原件到录取学校现场复核，符
合录取资格的，按学校规定时间注册
入学；不符合录取资格的，则不予录
取。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方案》
旨在解决产业工人子女入学需求，加
大对产业工人的关爱力度，营造尊重
劳动、崇尚劳动的浓厚氛围，助力企业
招聘产业工人，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

●符合条件的产业工人可于8月18日前，通过“珠海高新
区”微信公众号下载《珠海高新区产业工人子女入读公办
学校申请表》填写并向所在企业提出申请

●经企业审核盖章后，产业工人登录珠海高新区招生报名系
统填写相关信息，并拍照上传申请表和有效劳动合同

●8月22日至8月24日期间，高新区将对拟录取人员名单
进行公示

●拟录取人员本人及其
监护人须于8月25
日携带户口簿原
件及复印件、有
效劳动合同原
件到录取学校
现场复核

本报讯 记者张景璐 见习记者余
沁霖报道：8月9日，珠海狮山停车场
及配套幼儿园项目举行开工仪式。作
为备受关注的民生工程，该项目建成
后，将为珠海主城区新增450个公办
幼儿园学位、401个停车位，缓解公办
幼儿园学位紧张、群众看病停车难等
问题，是我市对城市集约用地模式的

一次探索。
该项目位于香洲区凤凰南路西

侧、康宁路南侧、扬名广场斜对面，总
用地面积10801平方米，项目总建筑
面积26980.68平方米。幼儿园面积
6810.57平方米，建设规模为15个班；
地下停车场面积20170.11平方米，包
括地下交通分流中心、人防工程、地上

电梯间与楼梯间。其中，地下三层拟
新建地下停车场、地上四层拟新建狮
山幼儿园，并扩建现有的香洲区第五
小学运动场、新建一个社区公园。

该地段前有扬名广场商业区、后
有市人民医院、市总工会，是老城区
的繁华地带。项目建成后，将提供
401个停车位、450个公办幼儿园学

位，着力解决狮山社区及周边交通组
织难题、缓解群众看病停车问题、解
决主城区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不足
问题，改善香洲区第五小学运动场设
施，并新增特色社区公园，打造良好
人居环境。

据悉，该项目总工期863天，预计
2024年竣工交付。

主城区又一民生工程项目正式开工
将新增450个公办幼儿园学位 401个停车位

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燕子低
飞要落雨，蚂蚁垒窝要下雨”“为什么
我市几乎每年高考都会下雨呢？主要
是因为端午前后西南风很强盛”……
8月8日，2022年珠海“气象小主播”
决赛上的11名来自不同学校的小主
持人，用稚嫩的“播音腔”为市民普及
一个个气象知识点。

为推进气象科普教育高质量发
展，助力“双减”政策下的综合素质教
育发展，市气象局联合市教育局、市科

学技术协会、市气象学会从6月底开
始举办了2022“珠海气象小主播”比
赛，在一个多月的比赛过程中，经过海
选、初赛、复赛、决赛，围绕“智慧气象，
科学避险”主题，来自不同学校、不同
年龄段的小选手们化身为“气象达
人”，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
比赛。

市气象局应急减灾科主任武自胜
介绍说，本次比赛受到小学生们的广
泛关注，孩子们报名参赛非常踊跃，参

加海选报名的选手有500多名。“复赛
采取了在‘珠海天气’抖音号全程直播
的方式进行，短短两个小时，点击量就
达到了近2万人次。在决赛网上投票
环节，3天时间访问量达到了近10万
人次。”武自胜表示，本次比赛特邀珠
海传媒集团专业主持人全程参与，并
给予小选手们专业的点评与指导。

“通过参加这次比赛，我学习了
不少气象谚语，让我对气象知识、天
气现象产生了兴趣，以后我要学习更

多的气象知识，关注天气对人们生活
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参赛选手、来
自香华实验学校三年级302班的付
婉琪说。

最终，来自香洲区实验小学五年
级的何俊熠获一等奖；香山小学五年
级的陈彦彤和第五小学三年级的陈孟
桐获二等奖；来自第十小学一年级的
陈珞祎等同学获三等奖。接下来，本
次比赛的获奖者将参加2022年广东
省“气象小主播大赛”与各市选手PK。

2022珠海“气象小主播”决赛落幕

推进科普素质教育 丰富少儿气象知识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8月9日，
2022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
东方宾馆开幕，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珠海市旅游发展中心组织各
区及文旅企业代表参展。据悉，本届
旅博会创新采取线下展（8 月 9 日-10
日）与线上展（8月9日-9月8日）相结
合的办展模式。会上，以“青春之城、
活力之都”为主题精心打造的珠海展
馆在旅博会惊艳亮相，吸引了众多参
展观众眼球。

本届旅博会打造了围绕智慧文
旅、美好生活、旅游目的地形象、文旅
消费及粤港澳大湾区工艺美术博览会
等主题的展览，以及“广东文旅产业
派”专业活动、“旅游目的地合作伙伴”
主题日等专场活动，为观众奉上别开
生面的文旅智慧盛宴。

今年珠海展馆的设计大胆创新与
时俱进，整体结构大气，流畅时尚新
颖。以贝壳为造型的LED大屏，港珠
澳大桥的造型吊顶，展示珠海绚丽景
点的主题灯箱，展位主体结构向上的
造型，突出珠海“产业第一”、勇于拼搏
的精神。珠海市旅行社行业协会、珠

海大横琴星乐度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香洲礼、广东
万山群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一批珠
海文旅企业积极参展。

珠海线上展以“一起游珠海”为主
题，通过展现港珠澳大桥、珠海大剧
院、情侣路、珠海海岛以及各大历史人
文景观，还有御温泉、汤臣倍健、罗西
尼等游客喜爱的打卡点，全方位展示
珠海旅游城市的品牌魅力。

本次展会上，珠海企业还展出了
优秀的文旅产品：星乐度·露营小镇
以“琴岛奇航”为主题、以“露营+”为
概念，呈现了集特色住宿、奇趣游乐、
户外运动、拓展教育、特色美食的全
龄段休闲旅游目的地；香洲礼展出了
包括香洲十大手信下午茶系列、“一
弯明月千里相思”中秋礼系列产品以
及城市文创骨瓷艺术品“大湾观潮”，
展现港珠澳大桥、珠海渔女等人文胜
景，献礼湾区美好生活；汤臣倍健则
展现了其核心打造的“全透明化智能
工厂”与“营养探索馆”主题景点，引
领大众进入探索生命科学与营养奥
秘的奇妙空间。

助力旅游市场加速复苏发展

广东旅博会珠海馆惊艳亮相

可如何申报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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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和

防汛防台风工作
（上接01版）会上，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张虎通报了全省疫情防控和三
防相关工作情况。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
地级以上市。省领导林克庆、张福海、
袁古洁、张晓强、王瑞军、陈良贤、张
新，省直有关单位、中直驻粤有关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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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
横琴工委副书记、省政府横琴办主任
聂新平，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林立丰，市委副书记李彬等在珠海分
会场参加会议。（徐林 李凤祥 岳宗
符信 李栋 罗汉章）

又讯 8月 9日下午，在全省疫情
防控和三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结束
后，市委书记、省委横琴工委书记吕玉
印，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豪立即召开
会议，对进一步做好我市疫情防控和
三防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

吕玉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
果断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全力打
赢疫情防控硬仗，坚决守住不出现疫
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一要坚决果断
做好疫情应对处置。集中优势力量，
扎实做好流调溯源和核酸检测，科学
精准果断划定高、中、低风险区，抓紧
理清传播链条、锁定疫情源头，努力做
到“快封、快筛、快消、快解”，用最短时
间“围住、捞干、扑灭”。二要毫不放松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强化发热门
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店等哨点的
监测预警作用，持续加强八类重点特
殊场所防疫管理，强化对公共场所、人

流密集场所、室内场所管理，紧盯重点
地区来珠返珠人员筛查排查不放松，
严厉打击偷渡走私犯罪，做到发现在
早、处置在早。三要强化珠澳联防联
控。因应形势变化优化联防联控机
制，结合雨情风情提前制定口岸应急
预案，做好入境人员核酸检测等保障
工作，严格落实入境人员、跨境司机等
重点人员闭环健康管理，坚决阻断疫
情输入渠道。

吕玉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坚决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情况，科学精准加强预
测预报，指引大家及早防范应对。要
加强对地质灾害点、易涝点等重点部
位风险排查管控，持续加强海岛、渔港
的安全防控，进一步织密织牢安全防
护网。要强化疫情防控重点区域防汛
措施，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应急预案，坚
决防止风险碰头叠加。要进一步压紧
压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
坚持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带班制，
加大防汛工作的检查督查力度，形成
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黄志豪强调，要始终保持“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要求及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
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汛防台风
各项工作。要抓好当前疫情处置和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继续做深做透流
调溯源，加强社会面管控，切实做到

“两手抓”“两手硬”。要切实绷紧防大
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严
格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要求，强
化督导检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李栋 罗汉章）

（上接 01 版）潘宣琴为家庭的付
出，刘桂绿一直看在眼里。她坦言，面
对种种苦难，自己也曾想过放弃，是母
亲的一番话，让她有了继续治疗下去的
动力：“妈妈说，没有我们，她无法独自生
活。那一刻，我意识到，相互依靠支撑才
能共渡难关。”耳濡目染下，刘桂绿逐渐
也变得坚韧不拔、乐于奉献，并积极投身

公益事业。2013年，刘桂绿加入斗门区
青年志愿者协会，参与斗门亲子共读经
典公益大讲堂，负责教授亲子家庭学习
手语舞，9年来服务超过900个亲子家
庭。

21年如一日，乐观坚强的潘宣琴
坚持了下来，克服重重困难，用柔弱双
肩为家庭撑起了一片天。

珠海张伟余潘宣琴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