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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启
动大会近日在广州召开。这是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加强
粤港澳地区食用农产品安全合作的
重要举措。

运营平台计划于2020年上半年
建成，按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规的要求，并以供港澳质量安全标
准为标杆，为市场提供生态健康的农
产品。

据介绍，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建设立足广州、服务湾区、联结泛珠、
辐射内地，以“一个标准供湾区”为原
则，构建以广州为枢纽的粤港澳大湾
区“菜篮子”生产及流通服务体系，打
造标准化、现代化、便利化平合，为粤
港澳大湾区市场提供更多更优的食用
农产品，增强居民获得感。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不
仅向中外市场输送丰富优质的农产
品，还将建设成为全球优质农产品进
口的大平台，以此为载体将广州打造
成为全国优质农产品加工进出口集散
地，实现惠民惠商。

广东一直是香港食用农产品的
主要来源地。据统计，广州海关年监
管供港澳活猪约48万头、鸡苗超过
83万羽、新鲜蔬菜1.7万吨、冰鲜禽
畜肉6.7万吨、冰鲜水产品5236吨，
以及各类深加工食品6.6万吨。

为提升大湾区“菜篮子”产品通关
便利化水平，广州海关加强属地和口
岸海关通关一体化协作，为大湾区“菜
篮子”产品出口量身定制通关放行模式
和检验检疫监管模式，保障港澳同胞吃
上新鲜放心的食用农产品。（据新华社）

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建设

澳门大学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
高校科教合作论坛——机遇与挑战”
12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人士就大湾区
人才培养与引进、跨校交流与合作、科
技创新等议题进行探讨，期待共同把
握大湾区机遇，深化交流合作、加快协
同创新，推动大湾区发展。

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致辞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三地高校全面
加强科教合作，驱动科技创新引擎，创
新教育合作机制，构筑人才培养高地。
澳大将充分发挥优势，全力打造大湾
区西岸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培养基
地，在西岸突出科技创新的引擎和辐
射作用，并发挥高等教育的引领作用。

由澳门大学、中山大学及香港中文
大学发起的“粤港澳高校联盟”2016
年成立，现有28所三地高校入盟。

20多所粤港澳及其他地区高校
领导及代表出席此次论坛。与会人士
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今年初公布，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
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作了
全面规划，为大湾区高校发展带来重
大发展机遇。 (据新华社)

澳门大学在京举办高校论坛

探讨粤港澳大湾区
科教合作

媒连粤港澳，融通大湾区。记
者从 13 日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首届粤
港澳大湾区媒体峰会将于5月19日
在广州举行。该峰会由南方报业传
媒集团主办，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
团与澳门日报社协办。本届峰会议
题丰富，300多名嘉宾、参会代表云集
广州，就如何开展创新与协同合作、
如何推进媒体融合、助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等展开深入沟通交流。目前
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准备就绪。

本届峰会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战略
部署，进一步加强粤港澳三地媒体
交流合作，探讨协同发展之策，为大
湾区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峰会还
将探讨提出推动三地媒体合作的新
举措，启动“粤港澳媒体湾区行”大
型采访活动。

聚焦湾区▶▷
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

媒体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
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
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
新实践。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
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占全国国土
面积不到1%，人口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
的5%，但其经济总量达到约10万亿元。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将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
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
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以及宜居宜业

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
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由此进入了崭新
的阶段。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各项工作稳
步推进，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此东风，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联手香港大公文汇传
媒集团与澳门日报社，将于2019年5月
19日在广州市举办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媒
体峰会。

“媒体是信息的传播者、时代的记录
者、社会的推动者，是建设一流湾区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主办方代表、南方报业
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南方日报社社长刘红
兵表示，共同发起举办首届粤港澳大湾区
媒体峰会，目的是汇聚粤港澳三地媒体的
力量，探讨协同发展之策，为大湾区建设
贡献智慧与力量。“我们倡导广大媒体同
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机遇，携起
手来，在推动建设一流湾区方面展现出更
大的媒体担当、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

搭建平台▶▷
粤港澳超60家媒体单位

代表齐聚峰会
刘红兵介绍，本届峰会的主题为“一

流湾区、媒体担当——媒连粤港澳，融通
大湾区”，设置了开幕式、主题论坛、平行
分论坛等三个主要环节。

一批重量级嘉宾将齐聚峰会现场。中
央有关部门和驻港、驻澳负责人，粤港澳三
地政府官员，以及来自中央、粤港澳台、泛
珠地区8省区的媒体相关负责人，共计300
多名嘉宾、代表参加本届峰会。其中既有
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中新社
等中央媒体的嘉宾，也有广东、香港、澳门、
台湾四地超过60家媒体单位的代表，还有
来自福建、湖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海
南、四川等泛珠地区的主流媒体、网络媒体
代表；既有来自传媒学界的专家，也有来自
腾讯、快手等企业、新媒体的代表，体现出
广泛的代表性与参与性。

“专业性是本届峰会的另一大亮点。”

刘红兵表示，峰会设置了1个主题论坛和
3个平行分论坛，与会领导、嘉宾和代表将
进行主旨发言，并围绕“湾区建设与媒体
融合创新”“湾区建设与人文精神”“湾区
建设与‘一带一路’”等议题进行深入讨
论，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转型发展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探讨新时代实现媒体融合
创新的方向与路径，明确媒体推动世界一
流湾区建设的使命与行动。

经过数月的精心筹备，目前峰会相关
工作已基本准备就绪。通过峰会搭建有
效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将探索创新媒体间
协同合作的体制机制，在信息互换、共同
采访、联合报道、合制节目、人员培训等方
面开展务实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彼此的理
念、经验和技术，共同提升媒体融合报道
能力、水平、效果。

携手合作▶▷
“粤港澳媒体湾区行”大型

采访将启动
本届峰会希望充分发挥媒体的积极作

用，进一步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加强对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报道，全方位展现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和创新发展成
果，讲好大湾区在新时代谱写的新故事。

“粤港澳媒体湾区行”大型采访活动将
于峰会期间正式启动，参会有关媒体将分
为三条线路，深入香港、澳门和广州、深圳、
珠海、东莞、中山等城市进行采访报道。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副董事长兼
总编辑李大宏介绍，这次大型采访活动的
选点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的内容，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粤
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人文湾区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让粤港澳台
四地媒体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
建设进展。

其中，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
面，四地媒体将深入了解“广州—深圳—
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的最新实
践，比如走进粤港澳三地最具代表性的科
技创新企业如腾讯、大疆、霍英东集团等，

创新基础能力设施如中国散裂中子源等，
以及有代表性的高校科研机构如香港科
技大学等，探访大湾区科技创新的最前沿。

“我们期待与粤港澳地区的媒体同行
一起，把握湾区建设的大机遇，实现更大
的发展。”李大宏说。

澳门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经理温能汉表
示，广东、香港、澳门地域相近、文脉相亲，
共同的岭南文化基因让共建“人文湾区”有
了坚实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媒体间的交流
合作，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的重要
部分。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支持粤港澳大
湾区媒体开展联合采访活动，讲好粤港澳
大湾区故事，广泛传递粤港澳大湾区人民
追求发展振兴和幸福生活的梦想。”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
赋予澳门“打造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
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新时代使命，
为落实这一发展目标，澳门日报将通过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播工作，进一
步推广中华传统文化及澳门文化，共建
人文湾区。

随着5G时代的到来，粤港澳大湾区
的媒体也在积极把握机遇，拥抱新的产业
风口。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张俊
华介绍，本届峰会将重点聚焦粤港澳大湾
区媒体融合创新的新趋势、新动向，其中
一场平行分论坛的主题就是“湾区建设与
媒体融合创新”，邀请了很多专家、学者、
业界代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给媒体
融合带来的机遇、主流媒体在大湾区建设
中的责任与担当，以及新技术（5G+4K+
AI）赋能向世界讲好大湾区故事等多个议
题展开探讨。通过峰会，粤港澳三地媒体
可以互相学习借鉴优秀经验，加快推动传
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
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共同探索媒
体融合创新发展模式。

本届粤港澳大湾区媒体峰会成功举
办后，还将择机在香港、澳门举办系列峰
会，促进粤港澳三地媒体合作向纵深发
展，为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推动“一国两
制”事业发展作出新实践。(据南方日报)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媒体峰会19日在穗举行，300多名嘉宾代表与会

汇聚媒体力量 助建一流湾区

连接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的深中
通道今年进入建设关键期，预计2024年
建成通车。这是继港珠澳大桥开通后，粤
港澳大湾区另一超级工程。

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分布在珠江
口东西两岸，全长约24公里的深中通道
开通后，将大大缩短珠江口东西两岸城市
间的距离，大湾区城市群的物理联通也将
更为畅通。

孙中山先生的故里中山市正好位于
深中通道的一端，是连接东西两岸的重要
综合交通枢纽。随着国家战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推进，作为其中重要节点城市
的中山，正抢抓历史性发展机遇，做好“东
承西接”文章，加快创新发展，奋力建成粤
港澳大湾区重要一极。

“大湾区建设从开局起步，转向全面
铺开、纵深推进阶段。对中山来说，既是

重大历史机遇，也是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我们画好了一张带着时间刻度的‘施工
图’‘项目书’。”中山市委书记陈旭东说。

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是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记者从当地
了解到，中山正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
设，并取得成效。广珠城际轨道中山站已
接入国家高铁网，可通达全国30多个大
中城市；中山公路交通进入高快速路网时
代，总里程超过3000公里；中山港是国家
一类口岸，外轮可直达中山码头。

“未来三年，中山还将计划投入1400
亿元打响大交通建设攻坚战，打造珠江西
岸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实现半小时可达广
州、深圳中心城区，1小时可达粤港澳大湾
区所有城市。”陈旭东说。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

重要内容。据中山市科技局局长尹明介
绍，虽然在科技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
面，中山与广深、香港还有差距，但是在创
新成果转化，特别是科技成果产业化方
面，中山有独特的产业配套优势。

中山实体经济发达、民营经济活跃，
全市拥有38个国家级产业基地，包含装
备制造、电子信息、白色家电在内的3个超
千亿元产业集群，以及5个超500亿元产
业集群……

“这些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要素培
育孵化和产业化的重要基础，也非常符合
规划纲要提出的各城市优势互补、错位发
展。”尹明说。

事实上，一批粤港澳大湾区合作项目
也正在加速落户中山。去年，中山、澳门
签署《关于共同创建国家生物医药科技创
新区合作框架协议》，推动粤澳深化医疗

卫生健康领域合作。此后，广东药科大
学-香港大学创新平台等一批重大创新平
台又落户中山。三地融合发展的深度、广
度明显加强。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利不断释
放，以及城市吸引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
港澳青年也选择来中山创业就业。

在中山市易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澳
门青年谢嘉荣及其团队是22个入孵的港
澳青年创业团队之一。2017年，他和同
伴在中山创立公司，打造出一套医院探视
系统产品，对进出医院的人流进行精细化
管理，提升就医体验。当地给予他们两年
场地免租、提供免费创业指导的支持。

在他看来，内地发展速度令人惊叹，
市场机会非常广阔，政策环境也越来越
好。这些独特的优势，都让他对来内地发
展充满希望和信心。 (据新华社)

中山:“东承西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一极

广州启动

单位证件
●湛江市霞山区浩洋氧水泵商行陈候君遗失湛江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 2018年 7月 5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3MA4X5AWJ8G，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柯海华鱼干店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霞山分局2014年9月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803600055940，声明作废。
●广东晋和投资有限公司遗失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签发的电子营业执照，号码：10017100079965，声明
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日日鲜快餐店肖国裕遗失湛江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赤坎分局 2014 年 7 月 2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0802600215246，声明
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日日鲜快餐店肖国裕遗失湛江市赤
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6年6月23日签发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8020011302，
声明作废。
●湛江市麻章区强通消防器材经营部郑金沅遗失湛
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麻章分局2014年4月11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11600065453，声明
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庚和食品商行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许可证编号：JY14408030028515，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喜德盛自行车店杨林遗失湛江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赤坎分局2017年12月5日核发的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2MA4XJ5159Y，声明作废。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硇洲腾飞兽药店黄明伟
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海分局 2017年 7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800324930319K，声明作废。
●广州市中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遗失湛
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 2018年 7月 5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分）：
91440803MA4UMPRX1W，声明作废。
●广州市中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910005956002，声明作
废。
●湛江五斗米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湛江开发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8年10月13日签发的电子营业执照，号
码：30018070010664，声明作废。
●廉江市石城红云名典店唐秀凤遗失廉江市市场监
管局 2016 年 10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40881600497540，声明作废。
●廉江横山李昌口腔诊所李昌遗失湛江市卫生局
2002年 7月 12日签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
登记号：440822052915，声明作废。
●深圳市科顺防水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湛江开发区万
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份，收据编号：
0004435，（金额：690562元），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广东省雷州市南兴镇外园村 006号杨廷贵遗失雷

州市公安局200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江洪镇南关村73号黄雪飞遗失遂溪
县公安局2012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梁桂明遗失2010年1月28日湛江市公安局赤坎分
局出具的公民身份证号码更正证明，号码：0000668，
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体村40号林荣强遗失
残疾人证一本，证号：44081119590923003342，声明作
废。
● 陈 上 轩 遗 失 就 业 失 业 登 记 证 一 本 ，证 号 ：
4408000013000115，声明作废。
●陈景达遗失湛江骨科医院2019年5月13开具的湛
江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144081860313，发票号
码：00004223，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云头下村42号李康旺
遗失残疾人证一本，证号：44081119750619065461，声
明作废。
●吴川市梅录波仔饭店彭月波遗失吴川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2014年11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40883600248426，声明作废。
●吴川市王文奎遗失位于沿江路第六区30米路91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声明作废。
●吴川市梅录名典服装店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纳税人识别号：440821520830113，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O九车队遗
失粤GW2085（黄色）牌客车道路运输证，证号为：粤
交运管湛字440800001448号，声明作废。

●吴川市梅录邻里服装店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纳税人识别号：44088319860206116200，声明作废。
●吴川市梅录头茶叶经营中心梁日荣遗失吴川市市
场监管局 2011 年 12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为：440883600032197，声明作废。
●（父亲）郭少锋、（母亲）陈如廷遗失儿子郭子傲的出
生证，证号：O440611853，声明作废。
●雷州市谦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遗失粤
G2295 学车道路运输证 IC 卡，卡号：粤交运管湛字
002449112号，声明作废。
●雷州市群顺汽车修理厂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44088219680507115400，声明作废。
●雷州市松竹镇东甲步上村031号林妃妹遗失C1型
驾驶证，证号：440882198804204444，声明作废。
●雷州市食品厂越亿水行（杨妃越）遗失雷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2015年11月10日签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882600309640，声明作废。
●雷州市唐家镇唐家市场觉平百货摊（陈觉平）遗失
雷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93年1月20日签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82600132675，声明作废。
●雷州市唐家镇农贸市场苏小蓝杂货摊（苏小蓝）遗
失雷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2月26日签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82600257277，声明作
废。
●雷州市雷城镇中电讯手机店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44088219841009085100，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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