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珠海市迎春花市将于26日开市

可赏可购可玩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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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民生热点

珠海横琴新区仕铂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注册号：
440003000004257，公 司 自
2019年1月7日起停止经营，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声明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
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
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登
记机关依法申请注销登记。

注销声明
珠海市龙成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68519546A，公司
自2019年1月1日起停止经营，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声明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
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
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登记
机关依法申请注销登记。

注销声明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
定，建筑区划内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
需要。现蔡永发向我中心申请办理其于2018年向珠海市卡都海
俊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位于香洲区凤祥路18号1#地下室
A2-042的房地产权登记。蔡永发为非本小区业主，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五款及《房屋登记办法》第
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自登报公告之日起
10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我中心。逾期，我中心将予以登记。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公 告

珠海市顺海怡建材贸易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UW8470M，
公司自2019年1月9日起停止
经营，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声明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
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登
记机关依法申请注销登记。

注销声明

珠海市恒顺船务有限公
司，注册号：440400000472780，
公司自2019年1月10日起停
止经营，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声
明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
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
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
司将向登记机关依法申请注销
登记。

注销声明

珠海市珺茗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WLCQ22R）经
股东决定，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1万元减至201万元。债权
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特此
公告。联系人：黄运英，联系电
话：0756-3343321，地址珠海
市吉大园林路43号4楼。

减资公告

遗失声明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不二碗凉茶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40405600098037，声明
作废。

逛花市、买年花已成为珠海市民辞旧迎新的一项传统习俗。随着春
节的临近，为期10天的2019年珠海市迎春花市将于1月26日在市体
育中心开市。据悉，今年的迎春花市与往年相比，可赏、可购、可玩性更
强，除将搭建具有“珠海特色”的牌楼外，还将创
新性地融合花展、人文、公益三大元素，将珠海
特色与岭南文化相结合，打造独具匠心的珠海
花市品牌，为新春佳节增添浓厚的喜庆氛围。

据了解，主牌楼为今年
迎春花市的一大亮点，将设
在花市主会场入口处，在设
计上结合珠海浪漫的海滨特
色，融合港珠澳大桥的设计

元素，充分展现珠海魅力之
城的形象及岭南文化的深厚
底蕴。

此外，花市现场氛围也
将整体美化升级，各摊位的设

计将根据主牌楼的设计风格
延伸，新增金猪新春的拍照打
卡点，营造出浓厚的新春氛
围，让市民朋友在赏花买花的
同时，也能够游玩。

牌楼设计别具珠海特色

据介绍，本届迎春花市
每天 8：30- 22：00 向市民开
放，占地面积约为 2 万平方
米，分为普通花卉年桔区、高
级花卉区、挥春区、公益展区
及美食区，共设 215 个展位。

其中，高级花卉区较往年面积
增加，共设 79个展位，普通花
卉年桔区展位为 96 个，挥春
区展位为40个。

今年的迎春花市除了保
证普通新年花卉、年桔的正常

供应外，主办方还将与珠海市
农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大量引进北美冬青、荷
兰红玉珠、日本插花等特色高
端进口花卉，满足市民朋友的
需要。

品种更丰富 品质更高

本报记者 马涛

本次迎春花市共设有 4
个停车场，分别为市体育中
心小东门停车场、西门停车
场、保龄球馆四周停车场及
体育中心四周停车场，可满
足市民的停车需求，有效缓

解市民停车难的压力。
据悉，此次迎春花市由珠

海市香洲正方控股有限公司
主办，珠海正方公共资源运营
有限公司下属商业运营公司
承办。

4个停车场可满足市民需求求

为了确保迎春花市平安
有序顺利开展，主办方高度重
视，除将派出 1200 人次在花
市开市期间现场值守外，还将
采用“监控全覆盖”与“大数
据”相结合的形式，实现客流
精准统计分析，通过现场调度
中心大屏实时显示人流情况，

及时调度应急资源，并采用三
种语言的广播提示，提高现场
安全性。

此外，今年迎春花市还
将要求现场管理人员统一着
装，搬运送货车辆统一标识。
主办方还将加大消防安全防
范力度，提高安全预警等级，

在花市场内明确安全通道标
识，合理规划消防安全通道，
在每个帐篷及各重点区域，将
配备充足的消防灭火器材，提
前对体育中心的下水道进行
疏通，做好应急储备，及人流
疏导保障工作，真正做到防范
于未然，营造平安祥和氛围。

现场管控将更安全规范

（上 接 01 版）全 会 指 出 ，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
广东和珠海经济特区改革发展
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3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
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10 月
22 日至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广东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第
一站来到珠海，出席港珠澳大桥
开通仪式并宣布大桥正式开通；
11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
贺珠海航展开幕。习近平总书
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对珠海工
作重要指示，为我们开创工作新
局面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根本遵
循。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
产党员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
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对珠海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
实，不断推动工作开创新局面、
再创新优势、铸就新辉煌。

全会充分肯定了去年市委
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2018
年是珠海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珠海落地生
根的开局之年；是全面总结改革
开放经验启示，在新起点上奋力
推动珠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的
启航之年；是推动“思想大解放、
作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全面
加强党的建设，激励担当作为的
关键之年。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
领导下，市委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
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落实省“1+1+9”工作部署，
对事关珠海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
大工作进行谋划并作出部署安
排，全市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社会
大局保持和谐稳定，民主法治建
设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全面加强。

全会强调，要在新时代新起
点上深刻把握珠海经济特区新
使命新担当，深刻体会习近平总
书记对珠海的信任与重托，奋力
推动珠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
加快发展；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党中央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快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重要一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丰富“一国两制”实
践探索要求，推动珠澳合作迈向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认
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全会提出，2019年是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关键之年，是澳门回归 20 周
年，是珠海建市 40周年。做好今

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
委十二届五次、六次全会部署，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
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
大高水平开放，统筹推进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工作，打好三大攻坚战，着
力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坚
持不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
落实省“1+1+9”工作部署，保持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
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
坚实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全会强调，今年我市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十分繁重，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统领珠海一切工作，全面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
展，务实推进珠澳深度合作，夯
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推动以科
技创新为主的全面创新，加快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
城市功能品质，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深化生态文明建设，营
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推动文化强市建设，坚定不移加
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全会提出，省委、省政府已
经批准《珠海市机构改革方案》，
我市机构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
段。改革后，共设置党政机构
46 个，其中党委机构 16 个、政府
工作部门 30 个。各区各部门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中央、
省委部署，加强组织领导，严明
纪律要求，根据时间进度，全面
落实深化机构改革任务，努力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
效、符合珠海特点的地方机构职
能体系。

全会要求，要全面提振干事
创业精气神，坚定加快发展的信
心，弘扬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
时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持
领导带头抓落实，坚持一张蓝图
干到底，坚持落细落小落具体，
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决策部
署落地见效，奋力开创珠海经济
特区“二次创业”新局面。

全会批准李灿宇同志因退
休辞去市委委员职务。

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全体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
举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旗帜，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闻鸡起舞、日
夜兼程，奋力推动珠海经济特区
加快发展，续写新时代改革开放
新篇章，以新担当新作为新业绩
向总书记、向党中央、向省委、向
全市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