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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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珠海经济特

区土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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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土地现状：位于斗门区

井岸镇坭湾村，涉及集体土地面积1939.83平方米（其中

农用地1939.83平方米)，征地范围详见附图和现场界桩。

二、拟征收目的：珠海市斗门区2022年度第三十八

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建设。

三、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安排：自本预公告发布之日

起，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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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征地预公告

大陆方面8月16日宣布，在已列入苏贞
昌、游锡堃、吴钊燮的“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中，新增萧美琴等7人，将对其依法实施惩戒
并终身追责。这些“台独”顽固分子长期图
谋分裂国家，在近期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
区时表现更是极为恶劣，被依法惩戒是咎由
自取。

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是一场拙劣
的政治闹剧，也是一次危险的恶意挑衅。佩
洛西窜访前后，这些“台独”顽固分子台前幕
后上蹿下跳，轮番登场献媚。他们有的暗地
里操盘运作，有的台面上鼓噪叫嚣，有的站
在佩洛西左右配合演出，“倚美谋独”险恶用
心和挟洋自重丑陋嘴脸暴露无遗。

新列入清单且排名居首的萧美琴，以民
进党当局在美所谓“代表”身份，频繁散布谋

“独”言论，推动向美军购，鼓动美方炮制涉
台消极法案，此次更卖力运作佩洛西窜访中
国台湾地区。此人在操弄“台美勾连”上劣
迹斑斑，与以“撒谎、欺骗、盗窃”为荣的美国
政客蓬佩奥会面，奴颜媚骨，丑态百出。

列入清单者中，顾立雄、蔡其昌直接参与
佩洛西表演。前者多次为军购和美台勾连赴

美，后者与其余人等则配合美方腔调，把大陆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歪曲为
所谓“军事威胁”，把“台独”分裂图谋包装成
所谓“坚守民主”，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台独”顽固分子蓄意与国家和民族为
敌，甘当外部反华势力马前卒，公然挑衅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
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他们“尽台湾之
物力，结外国之欢心”，妄图将台湾民众绑上

“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灾难深渊。累累罪
行，均记录在案，必当一笔笔清算！

“台独”顽固分子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败
类，重拳打击这些不肖子孙、无耻之徒，具有
充分的正义性、正当性、合法性和必要性。针
对“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
干涉，大陆方面近期采取一系列坚决有力的
反制措施，包括增列“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对

“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采取惩戒措施，对
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
犯罪嫌疑人实施刑事拘传审查，都是彰显民
族大义、体现法律尊严、深得人心之举。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数典忘祖、背叛
中华民族、危害同胞利益者，必遭历史正义
的审判和国家法律的严惩。“台独”顽固分子
以身试法、以卵击石，只会加速自我灭亡，注
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对“台独”顽固分子必须依法实施惩戒

河水断流、干旱持续、林火频发……今年
入夏以来，北半球多地遭受异常高温天气袭
击，导致自然灾害加剧，影响人类正常生产生
活。极端天气是地球发出的警讯，不容忽视。

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今年7月是有记
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三个7月之一。法国、德
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部分地区7月均出现
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消
息，今夏美国各地有超过1亿人口处于各类
高温警告地带。日本一些城市刷新高温纪
录，韩国酷暑天气提前到来。

异常高温加剧旱情。欧洲黄金航道之
一的莱茵河水位严重下降，河道砾石遍地，
商船难以通行；英国的“母亲河”泰晤士河源
头干涸，原本水鸟群集之处如今河床裸露、
土地龟裂；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西部大部分
地区正在经历数百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北美
第一大咸水湖—大盐湖水位创新低。由于
高温少雨，林火威胁陡增。欧洲森林火灾信
息系统数据显示，法国今年累计已有5万多
公顷森林被大火烧毁，是近十年来平均水平
的3倍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爆发较大规
模山林火灾。

从电力到农业，多个行业明显受到高温
干旱天气影响。挪威咨询企业吕斯塔德能源

公司统计数据显示，由于水位下降，欧洲今年
前7个月水力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五分之
一。匈牙利农业部长纳吉·伊什特万说，该国
遭遇“前所未有”的干旱，一些地方的玉米和
向日葵由于缺水只长到膝盖高。一些体育赛
事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在环法自行车赛
上，为避免柏油路面发生形变而增加选手摔
车风险，主办方不得不对路面洒水降温。

如此炎热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
报告指出，最近50年全球变暖正以过去2000
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气候系统不稳
定性加剧。科学界人士指出，气候变化背景
下，高温热浪有可能成为常态，高温天气开
始早、结束晚、持续时间长的特征未来可能
会越来越显著。

气候变化的广泛影响不可小觑。它不
仅可能改变自然生态面貌，影响人类生产生
活，甚至令人类健康面临更多风险。英国

《自然·气候变化》期刊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
显示，数百种已知人类传染病中，超半数在
某种程度上因洪水、热浪和干旱等气候灾害
而风险增大。

地球给人类敲响警钟：应对气候变化刻
不容缓！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地球在警示 人类莫忽视

□张忠德

记者8月15日获悉，为推进珠
海市金湾区对口遵义市习水县的东
西部协作工作，珠海驻遵义工作组
携手金湾区和习水县，准确把握形
势变化，及时转变思路，创新协作模
式，共建东西部农产品供应链贸
易平台项目，以供应链金融模式解
决农业全产业链痛点问题，助力“黔
货出山”取得显著成效。（本报8月
16日02版）

山海相连，珠遵牵手。“十四五”

期间，珠海市结对帮扶遵义市，携手
推进乡村振兴。自建立结对帮扶关
系以来，珠遵两地交流往来日益密
切，农业协作不断深入，积极搭建了

“黔货出山、遵品入珠”平台。
遵义地处革命老区，具有红色

文化、自然资源等优势，尤其农特产
品品种丰富、优质安全。按照“遵义
所需、珠海所能”“珠海所需、遵义所
能”的原则，由珠海结对帮扶遵义，
无疑将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方面
发挥溢出效应。如何助力“黔货出
山”取得新成效？珠海驻遵义工作
组深入当地调研，创新协作模式，以
贵州黄牛作为突破口，利用金湾区
属国企的供应链服务优势，与当地
重点农业企业建立东西部农产品供
应链贸易平台，将当地农户、当地企

业和金湾区国企有机结合起来，为
黄牛产业链“补链”“强链”，加强“产
销衔接”，解决了习水县乃至整个遵
义市牛羊养殖产业发展中的资金痛
点问题，解决了广大牛羊养殖户卖
牛难、卖羊难的问题。自去年11月
11 日东西部农产品供应链贸易平
台运行以来，每天销售牛肉超过 5
吨、金额 50 万元以上，项目直接带
动30户养殖户增收，每户年收入达
2 万元；供应链金融模式预计今年
合计营业收入超过3亿元……实现
了东部企业资产增值、西部企业提
升发展、当地农户共同致富、贵州农
特产品走向大湾区乃至全国的多赢
局面。

珠遵农产品供应链贸易平台运
营模式，是深化粤黔东西部协作“广

东企业+贵州资源”和“广东市场+
贵州产品”模式的具体体现，还可复
制到其他农特产品领域，将贵州优
质农特产品通过该平台源源不断销
往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走上广
大消费者的餐桌，促进两地协作持
续、快速、高效发展。以珠海之力助

“黔货出山”，前景可期，大有可为。
珠遵携手，共赴乡村振兴之

约。相信只要精心运营好珠遵农产
品供应链贸易平台，扎实推进“广东
企业+贵州资源”和“广东市场+贵
州产品”等模式，定能打造出新时代
东西部协作结对的样板和典范。珠
遵跨越千里的携手，将不断推动东
西部协作取得更好的成绩，铺就一
条企业投资、产业协作、项目带动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麦地

走进珠海国际会展中心，由中
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珠海市委
宣传部主办，珠海传媒集团承办的

“2022 南国书香节珠海分会场”正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布展。8月19日
至23日南国书香节期间，金湾区将
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金湾区图书
馆总馆与特色分馆举办近 20 场书
香活动。（本报8月16日05版）

很长时间没去过书店、很久都
没有读过一本书、心仪的书买回来
半年都没读完……相信不少人都有
这样的体验。互联网时代，在碎片
化阅读已经成为普遍模式的今天，

为全民阅读创造良好的环境，让更
多人重拾阅读乐趣、走进书香世界，
是文明城市建设必须要抓好的一项
重要工作。

立足书香节，营造阅读良好
氛围。南国书香节是广东文化强
省建设的一项重点文化惠民工
程，是一场永不落幕的阅读嘉年
华，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今
年金湾区精心准备了一批文化活
动，市民既可以在珠海国际会展
中心、金湾区图书馆和红旗镇三
板村服务点欣赏到汉服展演、体
验飞花令、做航模和陶艺，又能听
到文艺界大咖讲座，此外还会开
展“你选书，我买单”活动……通
过开展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深
耕全民阅读、厚植文化根基，努力
提升广大市民对读书的兴趣，培
养青少年学生爱阅读的习惯，让
书香飘进千家万户。

建好主阵地，抓好惠民书店建
设。推广全民阅读，离不开大小书
店的支撑。如果说文化是城市的气
质和灵魂，那么大大小小的书店就
是一张张城市文化名片。虽然很多
人把网购作为买书的主要渠道，但
那些散落在大街小巷的书店，依然
是城市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和人们
探寻城市气质和灵魂的窗口。不管
文字信息载体怎么变化，书店给人
带来的那种愉悦体验和温馨氛围，
是电子阅读所无法代替的。当下，
一些地方把书店纳入了城市建设规
划，在城市最好的地段给书店留了
位置。这一做法值得珠海借鉴，科
学规划书店网点，在街区、商区、社
区等开设书店，填补城市“文化空白
点”，方便人们阅读，会让更多人爱
上读书。

提倡多读书，开展书香社会建
设。推广全民阅读，除了每年在书

香节时段组织开展各类阅读文化活
动外，平时也要注重抓好书香社会
建设，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读书活
动，比如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
学校定期组织开展读书征文、朗颂
比赛等活动，增强人们读书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每个市民也要在阅读
中充实自己，把阅读贯穿于自己一
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相信只
要读书的人多起来，形成“好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风尚，人们
的综合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就会得
到进一步提升，民族精神也会厚重
起来、深邃起来。

办好南国书香节，大力建设书
香社会，努力打造全民阅读的良好
环境和氛围，让读书的优良传统一
代一代传承下去。在书香浸润中，
我们的城市生活就会更有文化品
味，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会更加丰富
多彩。

大力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

□江德斌

距离今年中秋节不足一个月，各
式各样的月饼礼盒开始在线下商超、
电商平台等渠道上线。近日，记者调
查发现，目前市场上，有不少月饼礼
盒的售价在 500 元监管红线下徘徊，
部分商家更是大打“擦边球”，将礼盒
标价定为 499.99 元，但运费却高达
600 元；甚至还有商家在线下偷偷卖
着价格高达 2000 元的月饼礼盒。（8
月16日《每日经济新闻》）

此前，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
《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
发展的公告》，提出对单价超过500元
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可见，500
元以上的月饼，即被视为“天价”，将遭

受更严格的监管。很多商家为规避监
管红线，在运费上做手脚，利用价外加
价的方法，令月饼实际销售价格超过
500 元，则就涉嫌明修栈道、暗渡陈
仓，仍然触碰了监管红线，明显属于不
规范行为。

按照新国标，月饼礼盒内不得混
搭商品，只能装月饼，且对外包装体积
比例做了限制，因此不同品牌的月饼
礼盒，其重量差距并不大。月饼礼盒
在电商平台上销售时，目前绝大部分
都实现了包邮模式，即便有需要支付
运费的，运费价差也不会太大。因此，
通过与同类月饼礼盒的运费定价做对
比，就可以轻松分辨出，600元运费的
月饼礼盒有“猫腻”，商家是在利用运
费做为补价手段，试图降低月饼售价，
规避“天价”月饼的监管。

据业内人士透露，月饼的利润很
高，通常情况下，一盒月饼的生产成
本不会超过 70 元，有些厂家的毛利
率能高达几倍。去年某月饼礼盒的
零售价格高达 1000 多元，今年迫于
监管压力，将零售价格定为 499.99

元。显而易见，“天价”月饼监管红线
的实施，确实挤出了价格虚高“水
分”，推动月饼回归正常消费轨道。
但面对 499.99 元的月饼，消费者还是
觉得价格太贵，当前电商平台销量多
数为0。

由此可见，“天价”月饼的真实
市场需求，就是礼品消费，对于普通
消费者来讲，无力承受。商家即便
打价格“擦边球”，也无益于销售。
一些商家搞价外加价、在线下偷卖
售价高达 2000 元的月饼礼盒，是不
舍得放弃礼品消费市场，藉此吸引
高端消费需求。

对此，为防范商家浑水摸鱼，在
价格标注上做手脚，令“天价”月饼暗
渡陈仓，监管部门需要加大执法力
度，实施线上线下全面价格督查，对
月饼包装超标、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
实施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的，一律从
严查处。同时，要严格监管礼品消
费，防范中秋、国庆期间的节庆送礼、
腐败交易等行为抬头，营造干净、廉
洁的节日环境。

防范“天价”月饼暗渡陈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