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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产业发展及市政配套工程建设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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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起，依法对位于唐家湾镇会同南路南侧、石马埔村道
东侧的117246.9平方米（合约175.87亩）珠海市高新
区会同集配套市政基础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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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清理土地通告
珠高通告〔2022〕12号

山场文明社区第二期回迁房的产权人（以山场社
区居委会宣传栏公布的名单为准）：

山场文明社区第二期回迁区共建设1125套用于
山场村被拆迁户回迁安置，分别在2012年5月12日至
14日、2013年12月7日、2014年4月25日、2014年7
月21日、2014年11月28日、2015年7月30日、2016
年 1月 28日、2016年 4月22日、2016年 8月18日、
2017年 6月2日、2018年 6月28日、2018年 8月15
日、2019年1月10日、2019年7月2日、2019年10月
10日、2019年11月2日、2019年11月22日、2019年
12月3日、2020年9月4日、2021年7月22日、2022
年7月28日举办了共二十一次抽签。现山场文明社
区第二期回迁房进行第二十二次抽签，将相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抽签时间
2022年9月6日（星期二）上午9时30分至11时。
二、抽签地点
珠海市香洲区山场路330号五洲大厦7楼珠海市

五洲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注意事项
各参加抽签人带齐相关资料：《拆迁补偿安置合

同》、身份证、委托书、公证书等有效文件证件的原件。
四、咨询电话：0756-2511188（上午 8：30-12：

00，下午2：00-5：30）。
特此通知

珠海市五洲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1日

山场文明社区第二期回迁房抽签通知

本报讯 记者张景璐 见习记者余
沁霖报道：8月30日上午，香洲区教
育系列项目集中开工奠基仪式举行，
珠海市香山学校扩建、珠海市暨珠小
学（暂定名）项目、珠海市凤山中学（暂
定名）项目、香洲区第六小学综合楼拆
除重建工程、香洲区实验学校综合楼
扩建5个项目正式破土动工。

记者从仪式上获悉，这5个项目
建成后，将新增4770-5370个公办中
小学学位，进一步缓解主城区的学位
供给压力。其中，凤山中学项目计划
规模48个班共2400个学位，暨珠小
学项目计划规模36个班共1620个学
位，香洲区实验学校扩建12个班共
540个学位，香山学校扩建6个班共
270个学位，香洲区第六小学改扩建
12个班共540个学位。

凤山中学项目位于珠海市香洲区
凤山街道，金凤路西侧、第十五小学东
侧，项目场地南侧为规划路，北侧为银
桔路，主要通过东侧金凤路联通周边
区域及主城区。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20749.82 平 方 米 ，总 建 筑 面 积
43777.06平方米。建设规模为36个
教学班加12个预留班，预计可提供学
位1800-2400个。

暨珠小学项目位于暨大科技园
内、暨南大学珠海校区西南门。用地
面 积 13000 平 方 米 ，建 筑 面 积
19700平方米，建设规模为36个班，
可提供1620个学位。

香洲区第六小学综合楼拆除重建
工程项目位于香溪路172号，香洲区第
六小学校园内。该校存在安全隐患的
4号综合楼将拆除重建为一栋5层教学

综合楼，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约5161平方米，建设规模为
12个班，可提供540个学位。

香山学校扩建工程项目位于书香
路100号，香山学校门口。建设内容为
拆除学校原有校史展览用房和与之相
连的学校大门及门卫室，在原址上建设
一栋6层综合楼并重建学校大门和门
卫室，总建筑面积为3003.72平方米，
建设规模为6个班，可提供270个学位。

香洲区实验学校综合楼扩建工程
项目位于翠峰路8号，香洲区实验学
校校园内。占地面积 1470.31 平方
米，本次拟建一栋6层的多功能综合
楼，建筑面积5547.14平方米，其中一
层为架空层，二层和三层设置多功能
厅和功能室，四层至六层为教室业务
用房、会议室等，建设规模为12个班，

可提供540个学位。
“香洲区教育局将提前规划，为

各校配选作风优良、能力过硬的领
导班子和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
素质教师队伍，努力将这5所学校打
造成为高品质学校，为建设大湾区
一流教育注入新动能。”香洲区教育
党工委书记、香洲区教育局局长朱秀
湖在致辞中表示。

接下来，香洲区计划用三年时间
集中力量攻坚，谋划项目125个，投入
115亿元，新增公办学位10.6万个，彻
底解决主城区公办学位供给不足的问
题。其中，2022年计划启动项目41
个，2023年计划启动项目45个，2024
年计划启动项目39个。今年以来，香
洲区已启动项目31个，其中已完成9
个，还有10个项目将陆续开工建设。

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者陈怡
蓁报道：新校开学、增加学位、增设各类
多功能教室……斗门区各中小学校为
新学期开学做好准备，频频亮出新动作。

8月30日，斗门区湖心新城金茂
悦配套中小学暨华中师范大学粤港澳
大湾区教育研究院珠海实验基地揭牌
仪式举行，同时也吹响了金茂中学、金
茂小学秋季开学的号角。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金茂中学
和金茂小学将分别迎来第一批新生。
其中，金茂小学招生4个教学班、200余
名学生。金茂中学目前暂时借用小学
教室，已招收200余名初一新生。8月
29日，学校举行阳光分班活动，9月1日
两所学校将同步开学。在师资力量方
面，据金茂小学校长马友平介绍，学校教
师为公招新老师，平均年龄在30岁以
下，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占比近50%。

除了新校开学外，斗门区部分旧
校进行了升级改造、扩大招生。

近日，位于白蕉东湖新城的斗门
区博雅中学（文园中学斗门校区）二期
工程全面完工，项目包括两栋教学楼、
一栋艺术楼和一个地下停车场。今年
秋季学期，博雅中学进一步扩大招生
规模，在原有每个年级6个班的基础
上，扩招两个教学班，招收400余名新
生，目前已完成招生工作。而与博雅
中学相邻的博雅小学，将继续借校办
学，招收近300名一年级新生。

在斗门区乾务镇，华中师范大学
珠海附属中学也完成部分升级改造，
扩大今年秋季学期招生计划。该校为
珠海市重点高中，2022年迎来建校后
的首次高考，本科上线率为91.8%，实
现了开门红。

今年，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

学新建设了一个拥有14间功能室的学
生心理健康活动中心，为学生提供心
理辅导和心理健康引导。该中心包括
音乐放松室、VR减压室、运动宣泄室、
沙盘室等，9月1日将正式投入使用。
此外，预计9月中旬，学校东部的教学
楼、食堂、学生宿舍、图书综合楼、体育

馆等多栋单体将完成建设。
根据招生计划，今年秋季学期，华

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高一年级招
收40个班、1920名新生，其中科技创
新、音乐、体育和美术方向的特长生60
名。目前，华中师范大学珠海附属中学
已成为全市招生规模最大的高中。

斗门区中小学秋季开学有新动作

新校开学增加学位 旧校升级扩大招生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8月30
日，记者从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司获
悉，珠海机场即日起不再对海口来珠航
班点对点接转，有海南省（全域）旅居史
的旅客不再移交辖区。最新进出港旅
客疫情防控要求如下：

出港旅客疫情防控政策

所有进入珠海机场航站楼的人员
（包括旅客和接送机人员）须正确佩戴
口罩，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测温、查验健
康码绿码和行程码。

体温异常（≥37.3℃）旅客须移交
医疗机构。

持健康码红码及有香港特别行政
区旅居史的旅客（持解除隔离证明者除
外）须移交辖区。

持健康码黄码旅客不可进入珠海
机场航站楼，请尽快到定点医院进行核
酸检测。

近期计划乘机的旅客出行前请提

前向目的地城市及所乘航空公司了解
并确认当地最新防疫政策，并提前准备
好相关资料，配合防疫查验，以免影响出
行。乘机出行过程中请做好自我防护。

国内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权威
查询：微信搜索“国务院客户端”小程
序。

到港旅客疫情防控政策

所有到达珠海机场旅客须正确佩
戴口罩，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测温、查验
健康码绿码和行程码，并进行免费落地
核酸检测采样后（黄码旅客除外）方可
离开。

体温异常（≥37.3℃）旅客须移交
医疗机构。

持健康码红码及有香港特别行政
区旅居史的旅客（持解除隔离证明者除
外）均须移交辖区。

持健康码黄码旅客请尽快到定点
医院进行核酸检测。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8月27
日上午，在高新区唐家湾镇政府指导
下，由唐家湾镇下栅社区主办、启辰体
育文化有限公司承办的下栅社区“民生
微实事”足球兴趣班开班仪式暨2022

“未来之星”足球邀请赛在启辰青训足
球基地举行，吸引了青少年足球小将、
家长等160余人参加。

本次赛事为期两天，分为八人制、
五人制两个组别比赛，每个组别各有4
支队伍角逐名次，吸引了来自两个社区
的120名适龄儿童报名参赛。

随着第一场比赛的哨声响起，足球
小将们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孩子们在
赛场上奋力奔跑、挥洒汗水，与队友默契
配合，运球、控球、传球、射球等技术动作
流畅漂亮，频频出现的精彩瞬间赢得场
下观众阵阵掌声和喝彩。“这个活动不仅
锻炼了孩子们的身体，还促进他们的身

心健康发展，真是办到我们家长的心里
去了。”赛场下一名学生家长说道。

开场式还设置了升国旗、赠锦旗、
运动员宣誓、裁判员宣誓等活动环节，
通过满满的仪式感增强孩子们的集体
荣誉感。

据了解，今年，下栅社区和北沙社
区通过“民生微实事”培养和组建了辖
区青少年足球队伍，获得了社区家长一
致好评。两个社区的孩子和家长们建
议开展交流赛，通过比赛的形式促进交
流、展示学习成果。于是，下栅社区组
织策划了本次“未来之星”足球邀请赛。

据唐家湾镇副镇长陈静介绍，为号
召青少年走出家门，提高儿童健康
水平，今年以来，唐家湾镇已通过“民生
微实事”开展了25个青少年体育项目，
同时向社会各界共征集“民生微实事”
项目216个，确定开展项目179个，涉
及资金1319.87万元。下一步，唐家湾
镇将继续围绕群众所急所盼，进一步丰
富辖区居民文化体育生活，满足群众日
益增长的文化体育需求，提升辖区居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斗门区博雅中学（文园中学斗门校区）二期工程全面完工。本报记者 何锬坡 陈庆洋 摄

“民生微实事”圆了青少年“足球梦”
唐家湾镇下栅社区“未来之星”足球邀请赛举行

孩子们在赛场上奋力奔跑、挥洒汗水 。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8月 30
日下午，2022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创
新大赛科技海归领航赛（以下简称

“科技海归领航赛”）动员会在珠海举
办。记者获悉，科技海归领航赛报名
截止时间为9月30日。

据介绍，2022年广东“众创杯”创
业创新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等13家单位共同举办。今
年广东“众创杯”大赛下设6个单项赛
事，参赛范围覆盖港澳台乃至海外地
区各行业创业者。自2016年起，珠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连续承办
科技海归领航赛。

赛事亮点
新设深圳赛区辐射全球优质资源

作为大赛科技含量最高、参赛人
员层面最高的单项赛，今年“众创杯”
仅针对科技海归领航赛设置特等奖，
其中企业组奖金50万元，团队组奖金
25 万元，并有 25 万元第二阶段资
助。据介绍，对往届获奖项目，珠海
将继续提供对接服务，市补贴政策对
在省级大赛中获奖的项目给予1：1配
套支持，并将以优质服务指导获奖者
通过网上服务平台申请补贴，落实后

续资助。
赛区设置也是今年办赛的其中

一大亮点。据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
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阮航介绍，今年科
技海归领航赛在省内设三个赛区，分
别为珠海赛区、深圳赛区和汕头赛
区，三个赛区将覆盖全省 21 个地
市。深圳、珠海分别作为粤港澳大湾
区东、西部的核心城市。“本次赛事特
别分设深圳赛区，一方面希望借助深
圳辐射吸引全球优质资源，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深入考察、学习深圳在营商
环境建设、创业项目扶持等方面的先
进经验，推动珠海办赛水平进一步提
升，积极承接深圳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外溢资源。”阮航说。与此同时，
今年，珠海对科技海归领航赛宣传工
作进行升级，将与省市权威主流媒体
进行紧密合作，借助丰富扎实的媒体
渠道资源吸引众多创业者的关注，持
续提升大赛影响力，营造良好的创业
创新舆论氛围。

产业第一
六年标杆赛事助力科技项目落地

“科技海归领航赛是‘众创杯’大
赛里科技含量最高的单项赛，又是在

‘家门口’举行，我们更不能错过，一定
要精准对接、快速落地。”去年，在科技
海归领航赛现场，香洲区投促部门负
责人如此感慨。为发挥大赛平台的桥
梁作用，该部门精准对接辖区所需的
产业招商引资项目，最终促成6个项
目落地珠海。

据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
中心创业指导部部长卢佳佳介绍，本
次大赛将聚焦“产业第一”全流程优
化项目对接服务。在动员会议上，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动各区创投
机构，动员各区投促机构代表参会，
邀请他们在赛程前期介入对接优质
创业项目资源，充分发挥市区两级联
动效应，争取优质创业项目、特别是
重点产业准独角兽企业在南粤大地
落地生根。

除奖金资助外，大赛将充分发挥
创业孵化平台作用，为参赛项目提供

“12+N”配套服务体系。符合条件的
参赛项目不但可申请最高500万元的
创业担保贷款，还可申请总额最高达
10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资助、创业担保
贷款贴息、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优惠
政策。

另外，大赛还将通过举办创业讲

座、项目展示、创业指导、训练营、资源
对接会等配套活动，有效满足创业项
目同各类创业资源的对接。通过提供
减免费的创业孵化场地、职称晋升及
人才评选等服务力促参赛项目在广东
落地发展，助力创业创新。

2022年广东“众创杯”科技海归领航赛珠海启动

特等奖5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