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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珠海市香洲区原粮食系统被吊销企业资产清算小组的确权申
请，现我分局拟对位于珠海市湾仔镇花地1号的仓库用地进行确权，根
据《珠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该宗地位于珠海市湾仔镇花地1号，土地使用权人为：珠海市香洲
区湾仔粮食管理所，宗地面积为150.8平方米，四至情况：东：路；南：珠
海市香洲区湾仔粮食管理所；西：陈芬宅 ；北：蔡国洪宅，宗地界线见宗
地图（附件）。

凡对该宗地四至界线有异议者，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
持有关证明资料向我分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我分局按照有关规定给
予确权。

特此公告
附件：宗地图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香洲分局
2022年8月31日

公 告

原料药及中间体园区项目申请海域使用权公示
珠海金航产业开发运营有限公司提出原料药及中间体园区项目用海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的规定，我局对该用海项目的海域使用权申请进行了审查，现予公示。请对该用海项目有异议的利害关系人或单位，在
2022年9月9日至2022年9月18日内，将书面材料送交我局反映情况。逾期无异议，我局则按法定程序报批。

全部宗海界址点见附件。
联系人：周先生，电话：0756-3268715，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吉大九洲大道中2002号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海域海岛科

（邮编519002）。
附件：原料药及中间体园区项目宗海界址点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9月9日

附件：原料药及中间体园区项目宗海界址点（CGCS2000坐标系）

项目名称

位 置

用海面积

原料药及中间体园区项目

位于珠海市金湾区西滩填海区

33.1422公顷

建设填海造地用海33.1422公顷

序号

1

2

3

4

5

北纬

21°59'03.227"

21°59'13.765"

21°59'30.069"

21°59'30.070"

21°59'30.493"

东经

113°13'19.946"

113°13'30.369"

113°13'11.405"

113°13'11.406"

113°13'10.914"

序号

6

7

8

9

10

北纬

21°59'20.518"

21°59'19.396"

21°59'15.994"

21°59'11.612"

21°59'05.525"

东经

113°13'01.051"

113°13'01.412"

113°13'05.372"

113°13'10.567"

113°13'17.216"

关于2022年创新珠海科学技术奖
拟奖项目的公示

各相关单位：
根据《创新珠海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规

定，现将2022年创新珠海科学技术进步奖、自主创新促进奖
拟奖项目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天（2022年9月9日-9月
18日）。任何单位和个人若对拟奖结果有异议，请在公示期
内以书面形式向创新珠海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室提出，
异议应当签署真实姓名或加盖单位公章，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并注明联系人与联系方式，否则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0756-2550054
邮箱：cxzhkxjsj@163.com（注明：拟奖公示异议材料）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612室
邮政编码：519000
附件：2022年创新珠海科学技术奖拟奖项目

创新珠海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9月9日

序号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3项）

1

2

3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6项）

1

2

3

4

5

6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0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自主创新促进奖一等奖（2项）

1

2
自主创新促进奖二等奖（3项）

1
2
3

自主创新促进奖三等奖（5项）
1
2
3
4
5

项目名称

肝脏疾病全程管理新策略与转化应用

高效磁阻变频涡旋压缩机研发及应用

基于血氧饱和度信号的呼吸率监测技术及其在病人监护
仪器中的应用

配电网一二次深度融合磁控断路器研制及产业化

高性能650V增强型氮化镓功率器件开发与产业化

X波段双极化（双偏振）有源相控阵天气雷达系统研究及
其应用

新型环保R32高效压缩机及关键技术研究和产业化

自航自升式风电安装船关键技术研究

水陆两栖飞机标准体系构建与应用工程

恶意网址大数据产品研发及应用

海水鱼类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构建与配套技术开发应
用

4.4V 15C高倍率锂离子电池开发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可信云服务基础架构研究与应用

智能液晶调光产品的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和应用

基于运动控制和室内导航的人工智能SOC核心应用芯
片设计及其产业化

绿水青山一张图服务平台

一体化超低功耗高性能蓝牙V5系统级SOC芯片

eSIM远程订阅管理平台

智能公安执法办案系统开发与应用

电梯制动性能的无载荷评估方法研究及检测系统开发

10kV 配电网一体化高压电能计量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混凝土配合比智能化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
全人源抗体新药研发平台建设及其应用

基于飞行不安全事件QAR数据仿真与训练应用

企业级K-RPA 软件机器人管理系统及应用
IL-25鼻息肉内型精准治疗的临床探索及发病机制研究

奥氏体不锈钢深冷容器应变强化工艺装备研发
基于电子社保卡的医保移动支付平台开发与应用

高灵敏度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研发及产业化

完成人

陆骊工、尹芝南、占美晓、陈填烽、
李勇、吴扬哲、赵炜、彭绍军、贾正虎、何旭

胡余生、魏会军、徐嘉、殷岳云、
单彩侠、刘双来、曹贞文、刘雷、史正良、刘锋

燕金元、黄维、勾大海、叶继伦、
陈培鑫、冯康乐、李勇、陈旭群、孔凤强、刘薇

海涛、张维、钟子华、钱远驰、谭卫斌、
龚学毅、高艳辉、王焕文、李斐刚、周斌
黄敬源、郝荣晖、陈扶、林盛杰、胡凯、
张晓燕、何清源、陈阳、程然、李兴俊

包晓军、李琳、刘远曦、黄辉、
曹虎文、刘航、王永刚、黄玉宁

雷卫东、谢利昌、王勇、沈慧、丁学超、
霍喜军、李永贵、周瑜、程剑国、彭小涛
金国亮、许四发、金晔、王永东、刘齐辉、
程旭东、童波、甄义省、杜昆亮、张吉海

黄领才、王咏梅、陈明生、田宪伟、刘纯丽、
王正龙、贾重任、杨荣、刘木君、石磊

姚辉、王鑫、官全龙、陈志强、方良达、
王斌、汪超男、朱培宏、黄秀姐、李哲夫

董宏标、李勇、张家松、罗志平、李华、
李望东、芮翔、毛灿、于方兆、段亚飞

王凯、李智慧、李俊义、樊亚楠、王海、
贺飞、刘春洋、邹啸天、李素丽、彭冲
鲁静、黄昭慈、程晗蕾、向智宇、王超、
宋斌、镇华、段焱明、张志明、仝建华
吴琴、李唯、孙金礼、张超、林静、

李国增、段嘉明、叶学丰、孔庆粤、张宗燕
赵伟兵、蔡述庭、赖钦伟、徐迎晖、姜新桥、
周和文、高怀恩、何再生、唐伟华、黄明强
颜军、颜志宇、徐红、蒋晓华、吴佳奇、
张强、李先怡、潘申林、龚永红、黄小虎

罗广君、陈春平、温治晓、蔡秉铨、刘升辉、
张启明、黄海涛、赖文辉、邓志欢、余鑫

黄小鹏、丁战阳、沈志成、郑冬梅、刘光健、
徐维华、徐庆盛、林国明、刘磊、朱辉
王涵、赵永兵、廖青、刘一格、王国辉、

汪明珠、李杮基、鲍小莉、柯涛

陈建勋、戚政武、苏宇航、林晓明、杨宁祥

赖荣光、高翔、邱泽鹏、谭武汉、马正德

焦楚杰、郭伟、姜茂林、韩金龙、焦涛
廖化新、郑伟宏、李成明、袁晓辉

许思仰、郑福君、李德斌、曾宇、杨磊

廖万里、金卓、欧阳博文、屈文浩、肖飞
洪海裕、廖伟、廖振鹏、郭剑玲、陈源
刘宁岗、吴江、龚雪、吴楠、何忠田

刘平、傅蓉、赵公涛、何德华
宋家武、王丽玲、肖杰、胡荣、文春丽

完成单位

珠海市人民医院、暨南大学、广州普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节能
环保制冷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珠海凌达

压缩机有限公司

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许继电气有限公司

英诺赛科（珠海）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及
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中航通飞华南飞机工业有限公司、中航通飞
研究院有限公司

珠海豹趣科技有限公司、暨南大学

珠海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珠海德洋水产养殖有

限公司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兴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一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工业大
学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杰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泰维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珠
海市安粤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安瑞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春禾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珠海泰诺麦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翔翼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金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珠海共同低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社会保障（市民）卡管理中心
珠海赛乐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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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徐强农畜产品档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邦安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房屋租赁合同五份，编号2102031-
21020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00
001583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南屏濠荣商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40408600005600，
声明作废。

徐波不慎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号
080042，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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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本报讯 记者耿晓筠 伍芷莹报
道：在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指导下，9
月7日，珠海首笔政策性基础设施基
金正式落地。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
行联合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等相关部
门，推动引导农业发展银行珠海市分
行投放珠海首笔基础设施基金1.43
亿元，为珠海金欣智能制造产业园建
设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此次首笔政策性基础设施基金正

式落地，将推进基础设施基金投放力
度，缓解项目资本金出资压力，为打造
5.0产业新空间注入澎湃动力。

作为珠海市联港工业区的配套
建设项目，珠海金欣智能制造产业园
总投资14.36亿元，将建成现代化工
业厂房约25万平方米，配套建设供
水管网约 2000 米，配套建设道路
4422米。

据了解，该项目是国家产业政

策优先发展项目、珠海升级老旧工
业园区的新实践，将有效盘活闲置
土地。项目建成后，将对地方培育
发展以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和光伏
设备为重点的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
群，打造珠海市经济增长新支柱具
有重要意义。

为解决重大项目资本金到位难
等问题，人民银行此前已支持开发银
行、农业发展银行分别设立金融工

具，规模共3000亿元，用于补充投资
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
资本金。

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动重点项目与
政策性银行精准对接，助推更多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落地珠海，协同破
解项目落地过程中的“难点”“堵点”，
为推动珠海经济跨越式发展加载金
融动能。

珠海金融支持稳经济大盘跑出“加速度”

首笔政策性基础设施基金落地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截至
2021年底，我国共有获得中国计量
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近5.2万
家，实现年营业收入4090.22亿元，
分别较上年增长6.19%、14.06%。

这是记者8日从第十二届全国
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启动仪
式上获悉的。

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是
全国质量月活动的重要内容，今年
的主题是“检验检测促进高质量发
展”。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在9月
份集中组织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

开放，通过各种形式走进企业、学校、
社区，开展质量小课堂、中小微企业
技术帮扶、专家答疑、便民检测、云参
观等活动，宣传检验检测在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据悉，为持续深化改革、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制已在
全国各省级资质认定部门全部实施，
资质认定办理周期压减一半，从80个
工作日减至40个工作日左右。

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方面，我国完
善技术与标准体系，累计发布认证认
可国家标准77项、行业标准197项。

增加高质量技术服务供给，在食品、儿
童玩具、电子电器、轻工纺织、建工建材
等重点领域，组织国家级检验检测机
构能力验证项目95个，验证考核机构
1.8万家次。

此外，我国不断完善公共技术服
务体系，支持地方建立15个检验检测
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和8个检验
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在智能汽
车、信息安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规划建设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
心，组织实施检验检测促进产业升级
行动，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我国获中国计量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近5.2万家

实现年营业收入4090.22亿元

这是9月7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旧金山湾区拍摄的苹果公司新产
品。

美国苹果公司于当地时间7日在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的乔布
斯剧院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新一代
苹果手机、智能手表和耳机。

新华社发

苹果公司
发布新品

由于全球经济及石油需求前景继
续承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7日大幅下
跌逾5%，跌至今年1月以来低点。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
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94美元，收于每桶81.94美元，跌幅
为5.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
油期货价格下跌4.83美元，收于每桶
88美元，跌幅为5.2%。

美国普莱斯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
析师菲尔·弗林表示，由于担忧经济形
势转差，市场上有很多投资者清盘。在
《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美联储9月很
可能加息75个基点后，油价开始出现

“溃败”。
美联储副主席莱尔·布雷纳德7日

表示，只要能把通胀降下来，美联储将
继续收紧货币政策。到目前为止，美联
储已经快速把利率提高到前一加息周
期的峰值，基准利率需要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将于8日宣布

新的货币政策决议，市场预期欧洲央行
很可能加息75个基点。市场人士认
为，欧洲央行不得不更大幅度加息应对
通胀，大大增加了欧洲经济衰退风险。

PVM石油经纪公司分析师斯蒂
芬·布伦诺克表示，由于通胀攀升和利
率提高抑制了消费，对石油需求萎缩的
担忧日益接近现实。

美国市场服务机构DTN市场分析
师特洛伊·文森特表示，油价下跌显示
出美元走强、新冠疫情反弹等因素对石
油需求预期的影响。他说，对总体石油
需求而言，宏观经济环境是“灾难性”
的。

外汇帝国网市场分析师弗拉基米
尔·焦尔诺夫表示，由于交易商对今年
石油需求前景感到担忧，纽约原油期货
价格依然显著承压。从技术角度看，纽
约油价收在重要支撑位下方，下行趋势
依然坚实，油价可能继续走低。

新华社纽约9月7日电

全球需求前景担忧重挫国际油价

德国大众集团5日公布推进旗下
保时捷公司年内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的意向，拟于9月初或10月初在
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登记上市。
如成功上市，按照乐观估计，这有望成
为德国史上以及欧洲自1999年以来最
大规模IPO。

不过，鉴于当前欧洲能源价格飙
涨、资本市场形势不稳，保时捷上市计
划能否如期推进，仍不是“板上钉钉”。

大众集团发表声明说，集团管委会
5日做出在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保
时捷公司优先股的决定。如果成功完
成IPO，大众集团将在12月召开特别
股东大会，建议明年年初向股东分发特
别红利，总额相当于发行优先股加上出
售普通股所得的49%。

保时捷优先股也会向法国、西班
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股市散户开放购
买，以期“借势”保时捷“铁粉”消费群。

大众集团兼保时捷公司首席执行
官奥利弗·布卢默说，这是保时捷的“历
史性时刻”，上市可使这家企业享有“更
高程度的独立性”，有望成为“全球最富
有的跑车制造商之一”。

乌克兰局势全面升级影响金融市
场稳定，多个跨国企业股价下滑，多国
经济前景不乐观。

大众集团公布决定前，一名消息人
士告诉路透社，发布上市意向仅仅是

“铺垫”，“不保证最终成功敲钟”。

尽管大环境不佳，保时捷这一豪华
汽车品牌准备上市的消息仍然引发投
资者极大关注。

彭博社报道，据业内估算，如果成
功上市，保时捷市值将在600亿至850
亿欧元之间。卡塔尔主权投资基金、法
国奢侈品集团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
集团等均有意入局，借以进军高端汽车
制造业。卡塔尔方面有意认购4.99%
股票。

路透社援引一些投资者说法报道，
当前欧洲股市呈下行走势，通胀高企，
俄罗斯又大幅削减对欧洲天然气供应，
并非企业上市好时机。

按照大众集团计划，保时捷上市
后，大众集团主要股东波尔舍与皮希家
族将占有保时捷公司普通股中“四分之
一股份加1股”，使得该家族在保时捷
公司保留“有否决权的少数股权”，继续
掌控这一品牌未来走向。品牌名“保时
捷”即源于“波尔舍”。

上市后，普通投资者也有机会购买
保时捷的“无表决权优先股”，虽无法参
与企业事务决策，但可获得增发红利。

大众集团通过保时捷上市实现资
产拆分，也可为其向电动车转型计划筹
募资金。作为一家传统汽车制造商，大
众正斥巨资开发生产电动车，在欧美多
地新建车用电池工厂，准备与美国特斯
拉汽车公司等电动车企竞争这一全新
市场。 （据新华社专特稿）

大众集团拟今秋让保时捷上市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9月7日
电 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框架下的“俄
中新时代合作”商务论坛7日在俄罗
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中俄双方
代表就扩大两国经贸领域合作、把握
新时代中俄互利共赢、高质量务实合
作的新机遇、新思路和新举措等进行
深入探讨。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在视频
致辞中说，今年以来全球政经形势复
杂多变，中俄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
势头。两国经贸合作显示出强大韧性
和向好前景。中国连续12年成为俄
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两国在巩固大宗
商品贸易的基础上，不断打造新增长
点。

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达赫诺夫斯
基在视频发言中说，俄中可在创建电
子商务平台、发展交通运输和物流、支
持银行间跨境支付机制等方面加强合
作。

俄罗斯国家杜马远东和北极发展
委员会主席哈里托诺夫建议，俄中应
加强地方经济交流，着眼于开发高附
加值产品，同时大力推动电子商务发
展。

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周立群认
为，中俄两国可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扩大本币结算规模等方面加强
务实合作，同时打造数字经济、绿色发
展、生物医药等新增长点。

为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
从2015年起，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举办
东方经济论坛。

中俄商界人士探讨
经贸合作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