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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香洲区公办幼儿园项目用
地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批前公告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精神，加快推进香洲区公办幼儿园建设，加大公办

优质学位供给，拟调整仙桥路幼儿园、炮台山幼儿园、梅华公园幼儿园、鸿鹄路
幼儿园及明珠南路幼儿园的规划条件。由于拟调整规划指标与控制性详细规
划不一致，根据《珠海市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管理办法》要求，为增加城乡规划的
透明度，充分征求公众及利害关系人意见，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
批前公告，内容详见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官方网站和项目用地现场，公示时间为
30日（2022年8月12日至2022年9月10日）。公示期内，利害关系人对公示
内容有异议的，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意见方式将相关意见反馈至我局，也可
向我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电子邮件请发送至zzj_xzfj_ghk@zhuhai.gov.cn。
书面意见注明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系地址，送（或邮寄）至珠海市香洲区
翠景路 112 号珠海市香洲区行政服务中心规划窗口；联系电话：0756-
8813363。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香洲分局
2022年8月12日

海湾村及周边改造项目（二期）（下称“该项目”）位于香
洲区南湾南路、湾仔旅游码头对面。根据《珠海市城市更新
项目申报审批程序指引（试行）》（珠府〔2018〕44号，以下简
称44号文）第二十三条规定，我局在律师见证下通过随机
抽取方式选定三家评估公司对该项目土地使用权出让地价
进行评估。

为充分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我局现对项目应
计收评估地价内容进行公示。相关利害关系人如对公示内
容有异议或任何疑问，可以在公示期内向珠海市香洲区城
市更新局书面反映。现公示内容如下：

评估公司：
1.广东思远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珠海荣正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广东卓越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珠海市城市更新项目地价计收办法》（珠府

〔2019〕60号）及44号文相关规定，该项目属旧城镇更新项

目，评估时点为2022年4月28日。
经委托评估确定该项目商业平均楼面单价16341元/

m2，住宅平均楼面单价18163元/m2；本项目应缴地价款为
164,187,632.89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陆仟肆佰壹拾捌万柒
仟陆佰叁拾贰圆捌角玖分），其中划拨转出让补缴地价款为
10,075,382.64元（大写人民币：壹仟零柒万伍仟叁佰捌拾
贰圆陆角肆分）。

公示时间：2022年8月12日至2022年8月22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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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电话、联系地址，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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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座
1510室）。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刘工，0756-2617750
珠海市香洲区城市更新局

2022年8月12日

公 示
（香洲2022 DJ002号）

因公共利益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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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经
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为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维护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现将拟征收土地情
况预公告如下：

一、拟征收土地位置和范围：位于斗门区井岸镇坭湾村、龙西村。具体征地
范围以测量放线的边界范围为准。

二、拟征收目的：机场北快线（黄杨大道至珠峰大道段）北段工程项目用地
建设。

三、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安排：自本预公告发布之日起，市政府将组织有关
调查机构和测量单位，进入拟征收地块现场，对拟征收土地范围内土地的权属、
地类、面积以及地上青苗、建（构）筑物权属、种类、数量等开展现状调查，请有关
单位和个人给予积极支持配合。调查结果将由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
人予以确认。

四、自本预公告发布之日起，除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
拟征收土地范围内抢栽抢建；违反规定抢栽抢建的，对抢栽抢建部分不予补偿。

五、本预公告公示期限为十个工作日，自发布之日起计算。
特此公告。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22年8月8日

征收土地预公告

关于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四
地下车位公开推出的通知

尊敬的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四各位业主：
感谢您购买我司开发建设的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四百合苑商品房，现地

块四6-9栋地下车位已具备推出条件，我司将于2022年9月17日公开推出该
部分车位。在此，特通知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四百合苑所有的业主，请业主
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等相关资料于车位公开推出日前往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营销中心（九洲美好生活体验中心贰号馆）办理预订。由于
地块四车位配比有限，根据政府相关政策规定，上述车位集中推出期间，每户业
主仅限预订2个及2个以下的车位。欢迎有车位使用意向的业主到现场考察，
详情敬请业主到翠湖香山国际花园营销中心（九洲美好生活体验中心贰号馆）
咨询或致电0756-3689999。

本通知自发出之日起视为已全部告知本小区内所有业主，业主已经知晓并
认可本通知的所有内容。如有业主未在上述车位公开推出日到翠湖香山国际
花园营销中心预订车位且相关车位已被其他业主全部预订完毕的，则视为该业
主自动放弃上述车位的相关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均由业主自行承担。

本次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四地下车位公开推出事宜的最终解释权归珠
海九控房地产有限公司所有。

珠海九控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2日

通 告
因马角互通跨（拼）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工程需要，

现决定于 2022年 8月 21、22日每天 00:00～5:00，分阶段

对西部沿海高速公路（月环互通至斗门收费站段）实施

全封闭交通管制措施。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通标志指

示通行，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注意交通安全。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8月10日

声 明
伍国安（凭证代码：2809）已遗

失珠海经济特区裕兴聚酯切片有
限公司集资凭证，声明作废。如有
异议，请于登报之日起60日内致
电：【0756-3311868】。

珠海经济特区裕兴聚酯切片
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2日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为进一
步推动全社会形成反邪之风，让更多群
众加入到反邪教队伍中，助力平安金湾
建设，7月至8月，金湾区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

暑假伊始，在金湾区委政法委的指
导下，平沙镇综治办、珠海市阳光时代
慈善会联合珠海市金跃教育机构为中
小学生开展“城市挑战赛——反邪志愿
者”活动，以“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一次活动影响一片群众”的宣传方式，
把反邪教知识送到每一个角落。7月
22日，平沙镇防范办联合综合治理大
队、美平社区等在平沙镇堃腾博智园核
酸采样点开展防范邪教宣传活动；工作
人员走访多家商铺，针对“邪教的危害”

“如何识别和防范邪教”“如何举报邪教
组织”等向群众作了详细的讲解宣
传；平沙镇防范办还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契机，开展“倡文明、反邪教”的主

题宣传活动。
南水镇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组

织开展不同群体反邪防骗宣传教育工
作，通过开展社区矫正防（反）邪教宣传
教育排查工作，织密社区矫正工作维护
社会安全稳定的安全网，向社区老年群
体派发反邪防骗宣传单并讲解反邪教
知识，走进校园进行宣讲活动，并利用
南水镇“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进
行反邪防骗宣传。

三灶镇综治办到中心村开展反邪
教入户宣传，发放宣传资料，教育引导
居民远离邪教、防范邪教，确保反邪宣
传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红旗镇馨园社工走进辖区多家酒
店开展反邪教、禁毒宣传活动，鼓励酒
店从业人员积极举报邪教、吸毒等各类
违法行为。

为提升高校反邪教意识，弘扬社会
正气，金湾区开展“反邪知多D”主题高
校创意视频征集大赛。活动收到来自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珠海科技学院、珠
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精彩作品，展现
了同学们的新创意、新思想，以及当代
大学生眼中的“反邪教”。

拓宽广度 延伸深度
金湾区实现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佘映薇报道：为全面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香洲区应急
管理局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领域打非
治违专项行动，加大联合惩戒力度，提
高企业违法成本。近日，香洲区应急管
理局成功移交全市首宗安全生产“两法
衔接”典型案件，这是珠海安全生产领
域“两法衔接”机制的首次成功实践。

据悉，2021年7月我市出台《关于
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实施意
见》，明确要求建立司法机关和应急部
门、消防部门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及时
移送违法犯罪案件和线索信息，切实增
强行政执法刚性，有效制止和打击相关
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促进安全生产和消
防安全形势的持续好转。

今年4月28日，接属地街道反映，
兴业快线（北段）西线隧道工地有一涉
嫌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香洲区
应急管理局立即协同朝阳派出所、香洲
交通运输执法支队、香湾街道应急办等
部门执法人员前往调查。

现场调查发现，该运输车辆装载了
切割焊接用的氧气、乙炔等易燃易爆气

体，并混装有丙烷、氩气、氮气等危险化学
品共70瓶，但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危险化学品运输许可证，驾驶员、押
运员也无相应资格证，涉嫌违法经营、运
输危险化学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5月9日，案件当事人韦某、苏某被
立案调查。案件调查中，执法人员对气
体进行了抽样检测，经鉴定，现场气瓶
内气体属于危险化学品。经进一步调
查，当事人未经许可多次非法运输危险
化学品，经市区到工地等人员密集场所
经营，且运输车辆未张贴任何警示标
志、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存在未
经许可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经营、运输等
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具有发生重
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
危险，其行为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符
合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依照《实施意见》，香洲区应急管理
局随即启动“两法衔接”工作机制，将案
件及相关材料统一移送至公安部门。
市公安局香洲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决定进
行立案侦查。据悉，这是《实施意见》出
台后珠海安全生产领域“两法衔接”机
制的首次成功实践。

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零容忍”
香洲区应急管理局成功移交

全市首宗安全生产“两法衔接”典型案件

装有危险品
的运输车辆。

香洲区应急
管理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张军报
道：转战2300多公里开展收网行动，
缴获350多万元现金赃款，侦破电诈
案件650宗……记者从8月11日市
公安局召开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新闻发布会获悉，按照公安部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工作部署，在
省公安厅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市公安局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打
击什么问题”，于7月25日至7月31
日针对电诈违法犯罪发起为期7日的
集中行动。

行动期间，珠海警方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694人，侦破电诈案件650宗，
缴获笔记本电脑4台、作案手机20余
台、赃款 350 余万元以及涉诈用
GOIP网络设备一批；共反诈劝阻止
付账号402个，止付资金802万元，拦
截可返还资金57.2万元。全市电诈
发案数、诈骗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
20%、17%，实现了“两降两升”的工作
目标。

本次行动前，市公安局制定了周
密的行动方案，对所有抓捕对象挂图
作战，对账清零。行动中，市公安局一
方面从刑警支队和特警支队抽调90
名精干力量分成30个抓捕组分赴山
东威海、广西南宁以及广州、佛山等地
实施收网行动；另一方面以各公安分
局为主体成立反诈专班，组织360多
名警力在市内同步实施收网。

针对电诈犯罪链条长、涉案人员
多、犯罪手段隐蔽等特点，在集群战役
过程中，公安机关不断深挖扩线，于7
月25日在广西南宁抓获黑灰产违法犯
罪人员黄某相，现场缴获赃款现金350
万元，及时为群众挽回损失；于7月26
日在山东威海成功打掉一个境外人员

与境内团伙勾连的跨境电诈团伙。
众所周知，电信诈骗中骗子大多

实施的是跨境作案，其诈骗窝点在国
外，且骗子身份经过多重伪装，这导致
电诈涉案资金一旦转账很难被追回。
而在这次行动中，记者注意到，市公安
机关共反诈劝阻止付账号402个，止
付资金 802 万元，拦截可返还资金
57.2万元，取得了显著战果。

对此，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
长陈庆生认为，这得益于近期珠海全

民反诈宣传取得了广泛的宣传实效，
市民防骗的意识提高。群众对电信诈
骗的知晓率和警觉度大幅攀升，在全
市形成了警民联手防诈、反诈的良好
氛围。“我们的反诈民警执行的是

‘7×24’小时勤务模式，部分被骗事
主在被转账拉黑之后，及时醒悟过来
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或96110报警，
为办案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民
警迅速介入后进行资金的止付和追
回，减少了事主的损失。”

陈庆生介绍，目前，市公安局刑警
支队和各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安排了
500多名警力投入反诈案件的侦破，全
力守护市民“钱袋子”。“在此，公安机关
特别提醒广大市民，一旦发现诈骗一定
要及时报警，你早一分钟拨打110，我
们帮你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更大。”

接下来，市公安局将以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为载体，多次发起

“秋收系列”集群战役，用稳定安宁的社
会环境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破案650宗 抓获694人
珠海公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取得成效

市公安局召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新闻发布会。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何进 实习生黄鹏
飞 通讯员张军报道：近日，市公安
局金湾分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专案
组从一宗电信诈骗案件入手，深挖
并斩断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涉网黑灰
产技术链。

今年4月16日，事主赖某盛报
案称：其接收一个网址链接短信，点
击链接后下载了“刷单积分做任务”
的APP，该APP页面与正常的股票
期货投资软件极为相似，但需将资
金充值进账户兑换成积分，才能参
与具体的买卖任务。4月14日到4
月 16日期间，事主陆续向该APP
转账15笔，后APP客服称因操作
失误，事主账户积分不足无法提现，
要求再支付18万元才能提现，该事
主合计损失78.9万元。

接警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与
金湾分局组成专案组，第一时间组
织分析研判，多方协调取证，穿透犯
罪分子在网络上布设的层层伪装，
抽丝剥茧，步步紧逼，“顺着网线”终
于锁定了犯罪分子的身份，并查到
其落脚点。

7月底，市公安局专案组联合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公安局奔赴广
西，成功抓获了一个专门为涉网犯
罪团伙制作虚假网页、APP等提供
技术服务的幕后团伙，一举查处用

于犯罪的服务器20余台，扣押现
金近300万元，冻结资金50余万
元，缴获作案用电脑 1台、手机 3
部。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抽丝剥茧 步步紧逼

金湾公安斩断一涉网黑灰产技术链
本报讯 记者何进 实习生黄鹏飞

通讯员张军报道：近日，市公安局斗门分
局在接到辖区内一涉诈犯罪线索后，组
织精干警力成立攻坚专班，通过对线索
仔细梳理、循线追踪，抓获吕某某、蔡某
某等犯罪嫌疑人27名，成功打掉一个为
境外诈骗团伙提供取现、返存赃款的洗
钱犯罪团伙。

在办案过程中，斗门公安分局刑警
大队针对掌握的线索，在短时间内迅速
查清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人员关系
及落地情况，并逐步锁定相关犯罪证据，
并于 7月底迅速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
动，在香洲区、金湾区、斗门区成功抓获
涉诈洗钱团伙犯罪嫌疑人27名，缴获涉
案电脑、手机、银行卡等物品一大批，成
功打掉一个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取现、
返存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初步核查涉
全国诈骗案件 97 宗，涉案总金额达
571.4万元。

经侦查，吕某某等人为了“不义之财”，
在不法分子的唆使、诱惑下，使用自己名义
办理的银行卡为犯罪分子提供取现、返存
赃款的服务，沦为诈骗犯罪分子的帮凶。

斗门公安打掉
一涉诈洗钱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

金湾公安斩断一涉网黑灰产技术链，扣押现金近300万元。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