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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星一号集资
兑现通告

山星一号集资券0005636合计
券额壹仟元，原初始持券人如有异
议，请电询：8611476转207，见报七
日内未有异议，本人将行使持券人
权利兑现。

武瑞波
2022年8月24日

遗失声明
珠海凯程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聚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鼎和信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百亚建材经营部
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泓盈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王永燕）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煤建工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法人私章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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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终止公告

（交易序号:22085）

经研究决定，现终止正在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的位

于高新区金鼎片区二线公路北侧199948.24平方米用地（宗地编号：

TJ2206）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特此公告。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8月23日

华发国际海岸花园
（15-a#地块）车位销售通告
尊敬的华发国际海岸花园（15-a#地块）业主：

华发国际海岸花园（15-a#地块）项目（推广名：华发四季峰景二
期）地下车位将于本通告登报之日起接受业主认购（认租）登记，敬请
有意向认购（认租）车位的业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有效
华发国际海岸花园（15-a#地块）业主证明原件（不动产权证、商品房
买卖合同或贷款合同及对应的贷款流水、或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开
具的房产证明文件）到华发琴澳新城销售中心办理认购（认租）登记手
续，具体销售日期以华发琴澳新城销售中心发布信息为准。

销售中心：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十字门商务区华发琴澳新城
销售中心（珠海市香洲区银湾路1663号十字门华发商都D区一层
D101、D102号商铺）

咨询电话：0756-2991888
特此通告！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4日

广东万山群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提出珠海桂山岛水上
运动项目用海申请，项目位于珠海市鹤洲新区（筹）桂山镇
桂山岛南侧七湾海域，用海类型为旅游娱乐用海（一级类）
中的游乐场用海（二级类），申请用海面积为5公顷（项目宗
海界址点见附件）。根据《珠海市市、区管用海项目审查审
批工作细则》(珠海农水〔2018〕376号)的规定，现对该项目
的海域使用申请范围予以报刊公示。

请对该用海项目有异议的利害关系人或单位，在2022
年8月24日至2022年9月2日（公示期10天）内，将书面材
料及时反馈至我局。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按法定程序
报批。

特此公告。
附件：1、珠海桂山岛水上运动项目宗海界址点坐标

鹤洲新区筹备组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8月24日

联 系 人：苟先生 联系电话：0756-2218155
地 址：珠海市保税区利是达星际广场2号楼903室
邮政编码：519000
邮箱地址：hzghzy@zhuhai.gov.cn

附件：
珠海桂山岛水上运动项目宗海界址点坐标

关于珠海桂山岛水上运动项目
申请海域使用权的公示

序号

1

2

3

4

北纬

22°07′45.862″

22°07′50.614″

22°07′55.889″

22°07′51.137″

东经

113°49′55.457″

113°50′02.534″

113°49′58.453″

113°49′51.376″

珠海农商银行：

为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珠海农商银行积极推进落实外汇便利化政策，
全力做好稳外资稳外贸工作。

今年以来，该行主动探索新型离岸国际贸易、跨境资产转让等新业态模
式，在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框架下，受理珠海某企业澳门轻轨延伸横琴线项目混
凝土跨境交易业务。为解决“交易所涉混凝土在横琴使用、资金从澳门汇入”
这一资金流与货物流不一致的难题，该行第一时间开展实地调查，通过审核企
业增值税发票、对账单、合同、上下游交易流水等方式，核实交易真实性，为企
业便捷办理结算，有力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项目工程如期开展，释放湾区
发展新动能。

珠海农商银行坚持政策先行，年内已100%落地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
业务、企业外债账户合并使用等一系列外汇便利化政策，为企业纾困解难，助
推湾区贸易新业态发展。

落实外汇便利化政策 助推湾区新业态发展

通 告
因临港东路排洪渠（二期）工程施工需要，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至 10 月 31 日，分阶段半幅封闭电厂南路；

全封闭锦丰路（电厂南路口至临港东路口段）。请过往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提前选择绕行

路线。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8月23日

华夏聚焦聚焦

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彩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透视

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释
放发展新动能

掉头、转弯、停车……坐在一个独
立的驾驶舱内，就能对行驶在路上的
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远程控制。亮相本
届智博会的5G云代驾舱，代表着自
动驾驶领域的新成果。

“在5G云代驾舱屏幕上，可以观
察到车辆周围360度的情况，实时跟
踪车辆行驶状况，通过远程操作对车
辆进行控制。”现场工作人员说。

这是数字经济创造新技术、新业
态、新平台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国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日新月异，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层
出不穷，正释放出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 年）》显
示，2021年全球47个主要国家数字
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8.1 万亿美
元。其中，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7.1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数字经济时代已然开启，数字化

转型已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
择。”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在线上举行
的本届智博会高峰会上致辞时说。

在创造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的
同时，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日
益深入，成为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的“数字引擎”。

机器人挥舞着“手臂”，抓起一台
发动机放到生产线上，仅需几分钟就
组装、检测完毕，机器人又将其放回原
位……本届智博会上，一条以1:1比
例打造的智能化生产线格外“吸睛”。

“这套智能化解决方案已经在康
佳、宗申等多家工厂应用，据初步测
算，人工成本将节省70%以上，生产
效率提升50%以上。”忽米网技术副
总裁姜仁杰说。

传统产业因数字技术而焕然一新
的案例不断亮相——

AI工业设备卫士，具有设备健康
智能评估、设备故障辅助诊断等功能，
比人工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基于
通信塔打造的“铁塔+5G+AI”的铁塔
视联系统，可用于森林防火、水域监测
等领域；钢铁一体化智能管控平台，让
吨钢成本降低25元……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力量。《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
（2022年）》显示，2012年至2021年，
我国数字经济平均增速为15.9%；数
字经济占GDP比重由20.9%提升至
39.8%，占比年均提升约2.1个百分点。

新应用、新体验、新场景：引
领美好智慧生活

“打开天窗。”听到工作人员的指
令，展车天窗缓缓打开。

在智博会上，汽车搭载最新的车
外语音交互系统，克服复杂环境下的
噪声以及远距离识别问题，实现稳定
的车外语音交互。

“驾乘汽车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车主在打开车门

前就能‘唤醒’汽车，执行开启天窗、空
调等操作，将帮助改善驾乘体验。”现
场工作人员说。

当数字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系列新应用、新体验、新场景，引领
着充满无限可能的智慧生活——

在智能卧室，一句语音指令就能
“唤醒”智能家居，窗帘自动打开，电
视机自动播放今日天气、家中环境数
据等；

在智能阳台，洗衣机洗完衣服，晾
衣架会自动下降，挂好衣物后，晾衣架
再自动上升；

在智能厨房，可以在操作台自动
生成的烹饪方式指引下制作美食，操
作台、橱柜彼此智能交互，遇到漏水、
漏气，阀门将自动关闭，并将异常情况
推送到手机上；

……
“智慧城市是数字化集大成者。”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表示，智慧城市将实现科学化、精细
化、智能化管理，保障城市高质量发
展、高水平运转。

无人驾驶汽车模拟器让驾驶员身
临其境体验无人驾驶的快乐；公交智
能调度管理系统助力疏解交通拥堵；
基于三维图形引擎、多维数据接入平
台等核心技术，构建城市数字孪生底
座，解锁智慧城市新图景……一系列
前沿技术创新应用，让市民全方位享
受智慧生活。

“数字技术已与中国人生活的方
方面面深度融合，创造出一幕幕数字
时代特有的新场景，不断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重庆市综合经
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说。

新领域、新空间、新机遇：推
动迈向更高水平开放

本届智博会上，新加坡企业艾蒂
凯斯公司带来一款智能上肢反馈康复
系统——遭受中风等神经损伤的人群

玩一玩系统设计的各类小游戏，可以
用来进行康复训练。

作为本届智博会的联合主办方
之一，新加坡组织56家企业以线上或
线下形式参加本届智博会，所展示成
果聚焦科技与贸易、科技与可持续发
展等领域。

“我们对中国市场很有信心，智
博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将有效
促进中新两国企业间的交流和合
作。”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中
国区司长庄庆维说。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已成为国
际合作新的重点领域。中国深度参
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让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
力，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空间。

一组数据印证着中国市场的吸引
力——19个国家和地区的550余家单
位参与本届智博会，带来最新智能化
成果，共打造1500余个应用场景。

奥地利本次携10家智能技术及
应用企业参加智博会，涉及智慧环保、
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

奥地利MUT环保技术与机械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此次带来的是小型集
装箱式污水处理系统。“它的优势在于
摆放灵活、控制便捷，能够广泛应用于
偏远山区、旅游景区、高速公路等场
景。”公司负责人付雯雯说，公司期待与
中国更多地区开展合作。

奥地利驻成都总领事馆商务处
高级项目经理顾奕明说，中国正在寻
求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希望通过
这次参展，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奥地利
在相关领域的实力，帮助企业开拓中
国市场。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
下，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彰显
出与各方共享机遇的格局和胸怀。”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
宗泽说。

新华社重庆8月23日电

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
添彩。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是观察我国数字经
济新动向的重要窗口。

8月22日至24日，2022中
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举
行。记者在本届智博会采访发
现，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新技术、
新业态、新平台层出不穷，与传统
产业融合日益深入，引领着美好
智慧生活，并已成为国际合作重
点领域，为经济社会发展插上“数
字翅膀”。

进入8月下旬，意大利中部地区的
葡萄本应很快迎来成熟与丰收。而对
有近二十年种植与酿酒经验的农户法
耶·洛泰罗来说，今年作物长势着实让
她犯了难。

洛泰罗的农场位于意中部托斯卡
纳大区，主要种植葡萄、油橄榄和当季
蔬菜等作物，同时生产葡萄酒和橄榄油
等农产品。走进烈日炙烤下的葡萄园，
这里的土壤呈浅黄色，一些地方已经开
裂，不少葡萄的表皮长出了“皱纹”，汁
水难以称得上充足。

洛泰罗告诉新华社记者，因持续高
温与干旱，她的农场陷入了迄今最严重
的水源危机，装在屋顶的雨水收集装置
已毫无用处，四套抽水设备满负荷运转
从地下抽水，才能勉强供应灌溉用水。

在极端天气影响下，洛泰罗下调了
今年的生产与销售预期。据她估算，今
年葡萄将较往年平均水平减产20%，葡
萄酒产量减少约2000瓶。橄榄油的生
产则更让她担忧。洛泰罗说，今年的橄
榄明显比往年个头小，意味着果实内部
的汁水更浓，口感发苦，“我不确定是否
所有消费者都能接受更苦的橄榄油”。

进入夏季以来，意大利遭遇持续高
温干旱，意政府7月初宣布北部5个大
区因干旱进入紧急状态。数据显示，今
年6月的平均气温比往年高出3.5摄氏
度，同时今年前五月降水量较近30年

同期平均水平减少五成。意大利中小
农场主协会数据显示，干旱灾情将减少
意全国约三成水稻收成和近三分之一
水果蔬菜产量。

同属欧洲西南部的西班牙刚刚经
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7月。据西
班牙北部拉里奥哈大区葡萄酒生产商
罗伯托·伊哈尔瓦预测，今年该地区的
葡萄酒产量将下滑，而且如果极端天气
持续，葡萄酒的味道将变得更甜，酒精
度更高。

德国农民协会主席约阿希姆·鲁克
维德说，德国农民正承受双重打击，一
方面是高温与干旱，另一方面是飞涨的
化肥和能源价格，“如果接下来没有持
续降雨，那么德国农业将损失三至四成
的产量”。

热浪与干旱同样席卷欧洲东部地
区。匈牙利农业部长纳吉·伊什特万
说，该国正遭遇“前所未见”的干旱，目
前有69万公顷农作物受损，今年的损
失将是过去十年因干旱导致损失总和
的两倍。

斯洛文尼亚水果和橄榄种植专家
瓦夏·尤雷蒂奇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干旱致使当地草类饲料产量腰斩，
农户不得不减少牲畜数量。一些多年
生作物遭到干旱损害，这可能给来年的
农业生产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新华社罗马8月23日电

高温干旱冲击欧洲农业

这是8月22日在江西鄱阳湖进贤段水域拍摄的“大地之树”景观（无人机照片）。
受连日高温少雨天气影响，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鄱阳湖进贤段水域滩涂在水流分支的冲刷下，呈现出栩

栩如生的“大地之树”景观。 新华社发

鄱阳湖现“大地之树”自然景观现象
新华社洛杉矶8月22日电 据美

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拟停止支付新冠
检测、治疗和疫苗费用，转而让保险机
构和民众承担。

美国白宫新冠应对工作组协调员
阿希什·杰哈近日表示，政府最早将于
今年秋天起停止支付新冠检测、治疗和

疫苗费用。《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将于本月30日
牵头召开会议，召集制药企业、药店和
各州卫生部门代表与会，共同商讨政策
调整涉及的费用报销、保险范围、监管
以及没有医保的人群如何接种疫苗和
接受治疗等问题。

美国政府拟停止支付新冠检测、治疗和疫苗费用

8月23日，工作人员在法国尼斯一家酒庄的葡萄园收割葡萄。
受今夏高温及旱情影响，法国今年比往年提前采摘葡萄。高温加速葡萄成

熟，葡萄酒庄有望迎来一个好年成。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