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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雄安新区建设
的关键词之一。在过去一年
里，在“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下，雄安新区启动
的第一个建设项目是“千年
秀林”植树造林项目，这里
将是未来雄安的城市中央
森林公园。2017年秋冬，雄
安新区已完成万亩“千年秀
林”工程，植树26万棵。2018
年，雄安还将完成10万亩苗
景兼用造林工程。

岭南股份与中电建路
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标
雄安新区10万亩苗景兼用
林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第
一标段 。 中标金额约为
23825.87万元，工期不超过
120个日历天。

“这是雄安‘千年秀林’
中非常重要的项目，具有很
强的标杆意义。” 岭南股份
的副董事长助理兼水务水
环境中心副总经理，也是雄
安项目的直接负责人之一
李占东说，如果项目顺利实
施，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再添
保障。企业能参与到该项目
的建设，一方面得益于大生
态、环保的发展战略，有多
个城市规划的经验；另一方
面，岭南股份在北京拥有专
业的团队作为后盾支撑，可
以与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强强联合，打造出更多
的雄安精品。
对绿色环保的重视，按

照业主的要求，岭南股份体

现在采用“智慧植树”的举
措上。所谓的“智慧植树”指
的是，从栽种的第一棵树开
始，每种下一棵树，线上就
对应一棵树， 虚实一一映
射，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科技手段实现智
慧种树，实现全球GPS定位
和监控，这样不仅可以有效
溯源，还能及时关注到每棵
树从苗圃到参天大树的成
长过程， 为日后树林的灌
溉、养护提供支撑，以降低
管理的成本。

“这是岭南股份首次采
用智慧种树的模式， 另外，
所有合同和资金管理都采
用区块链方式开展。” 李占
东说：“建设数字城市，打造
智能新区， 其中数字森
林将成为数字雄安的有
机组成部分。 传统的模
式在雄安已经行不通
了， 必须要用最前沿的
技术和模式为雄安建设
和配套。”

近期， 绿色能源制
造商易事特专业的模块
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助
力雄安新区保定银行。在
雄安新区保定银行的数
据中心里，机柜采用“背
靠背、面对面”摆放，这样
在两排机柜的正面面对
通道中间布置冷风出口，
形成一个冷空气区“冷通

道”， 冷空气流经设备后形
成热空气，排放到两排机柜
背面中的“热通道”中，通过
热通道上方布置的回风口
回到空调系统，使整个机房
气流、能量流动通畅……这
是易事特为保定银行 “定
制” 的模块化数据中心，通
过绿色技能的设计为银行
降低了成本，提升了效率。
易事特相关负责人介

绍，保定银行是保定市第一
家地方性股份制城市商业
银行，主要是为高新技术产
业、社会民生、重点项目等
提供金融服务， 在此背景
下，保定银行对数据机房有
极高的要求。而易事特为保
定银行运营提供稳定可靠
的技术环境，完善其数据库
的建设， 为其提供技术支
撑。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突
出了七个方面重点任务。其
中，“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
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
慧城市”被放在首位。今年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
重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
安新区。”
在这场“绿色”的竞逐

中， 莞企表现得相当积极，
通过大数据等科技手段，争
先抢占市场的风口。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珠
海市横琴新区获悉，这个广东自
贸试验片区正在承接港澳台优
势资源， 打造广告产业示范基
地。
横琴新区党委书记牛敬介

绍说，５年前， 横琴已开始建设
珠海市广告产业集聚中心，由

于承接港澳台产业优势资源的
鲜明定位， 次年便被有关部门
认定为国家广告产业试点园
区， 最近又被认定为省级广告
产业园区。
为承接好港澳台产业优势

资源， 横琴新区制定了一系列
优惠扶持政策， 组建了专业运

营管理机构， 已建成商事服务
平台、产业孵化平台、金融服务
平台、会务展览展示平台、信息
交流平台及 “粤港澳创新－创
意－创业” 中心等公共服务平
台。

据悉，园区已吸引港澳台地
区多家广告创意企业及具有成

长性的企业落户。它们构成了粤
港澳大湾区广告及关联产业发
展的新引擎。
截至去年底，园区共入驻企

业 ６８５家， 实现广告经营额 ２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４．７％；纳税额
近 １．５亿元，同比增长 ２４０％。

“为方便更多港澳台广告企

业入驻， 园区提供 １８栋开放式
花园办公空间、５１８套精装修人
才公寓、８０６个停车位， 以及游
泳池、网球场、创意餐厅、阶梯教
室、会议室、高速网络、交通专线
巴士等硬件设施，可为入驻企业
提供全流程的专业支持和服
务。”牛敬说。

白云区治水有新法

党员“认领”河湖
广州白云区治水有了新办法。近日记者

从白云区河长办获悉，白云区坚持“控、截、
清、调、管”治水方针，在推行河长制的基础
上，探索党员认领河湖、河道警长模式等多
种方式开展治水工作，进一步完善河长制工
作机制，为白云水环境保驾护航。

■探索党员参与河湖共治
去年，白云区发起“开门治水，人人参

与”的倡议，以江高镇、嘉禾街为代表的镇街
积极发动党员、群众参与水环境治理。以江
高镇为例，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该镇
组织全镇 45个村逾 4000名党员，参与“千名
党员巡河治水”专项行动。该镇将辖内河涌、
排水渠基本情况、 整治目标分发至各村居，
每名党员认领责任河段，做到所有河涌均有
党员管、所有党员都要管河涌，河涌周周有
党员巡、党员月月巡河涌。

白云区河长办方面表示，今年将探索推
进党员认领河湖工作，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
治水工作上台阶。

“由于各镇街、村级情况不同，建议结合
实际在重点整治河涌或全流域范围内探索
推进，可以是个人党员认领或几个党员联合
认领河湖。”白云区河长办方面倡导，党员通
过认领和巡查河涌、湖库，及时发现问题，并
上报村居河长、镇街河长，更重要的是主动
宣传水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引领群众参
与治水，营造人“人人参与”的治水氛围。

■76 名河道警长护卫河涌
去年以来，白云区一直探索如何完善和

丰富河长制的内容。除了发动党员、志愿者、
民间河长参与治水工作外，白云区还探索河
道警长模式，目前已有 76名河道警长参与护
卫河涌。
据了解， 由于公安部门实行网格化管

理，基层民警会对基层情况进行巡查，因此
白云区河长办倡导，民警日常巡查中，在不
影响正常执勤的情况下，顺便留意河道两边
的排污情况、涉嫌违法情况。如若发现违法
行为，河道警长可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等形
式， 将问题反馈到民警所在镇街河长办，河
长办再根据问题的性质，归口到具体职能部
门进行跟踪处理。

白云区河长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河道警
长更多的是起到震慑作用，“违法企业或个
人看到民警，心里也会更害怕。”该负责人表
示，目前河道警长模式仍在探索中，并没有
额外增加民警的责任和任务，只是希望民警
在履行本职工作的同时“多留一个心眼”，待
广州市河道警长相关实施办法明确后，白云
区将根据上级要求落实。 南方日报

生态环保成绩如何？

聘“专业考官”打分
地方和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得

怎么样？
近日，肇庆通过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确

定广东省环科院为该市各县（市、区）和市直
部门绩效考核的“专业考官”，考核结果纳入
单位的总体绩效考核，每季度、半年及一年各
公布一次。
考核对象包括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区、

四会市、广宁县、德庆县、封开县、怀集县、肇
庆高新区共 9 个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
会）， 以及 30个市直部门。 主要通过自查自
评、资料核查、现场检查及抽查、明察暗访、调
研摸查等方式进行， 对照相应的考核实施方
案和实施细则进行评分及排名。
据了解， 考核将结合省市两级的环境污

染防治的工作要求， 通过设计可量化、 可操
作、具有区域差别化的考核细则。开展季度考
核、年度考核。
根据相关要求，广东省环科院下一步将完

成肇庆各县（市、区）及市直部门的考核细则。
各县（市、区）的细则主要涵盖空气环境质量目
标、水环境质量目标、土壤环境质量目标、环境
管理综合情况、配合考核工作情况等。

其中， 环境空气质量考核以环境空气质
量改善效果、 任务完成情况及完成质量两条
线为考核内容， 重点在于提出大气污染防治
中的问题和整改措施， 评估推进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的成效。 西江日报

珠海

肇庆

横琴面向港澳台打造广告创意产业基地

“东莞制造”
借大数据“链接”雄安

刚刚过去的 3月，尹洪
卫为雄安项目五次出差到
北京。自从莞企岭南股份中
标雄安项目后，这名东莞上
市公司的董事长就在东莞、
雄安、北京三地跑。从尹洪
卫的时间安排表可见，他近
期几乎成为“空中飞人”，经
常清晨 5 时赶飞机到雄安
调研、与团队谈项目相关细
节，当天晚上赶最晚的航班
回东莞。

从去年 4 月 1 日宣布
设立至今，雄安新区规划建
设开局已有一周年。新区建
设发展所带来的市场需求，
让众多东莞企业都“坐不住
了”。 过去一年里， 环保基
建、新能源、房地产、金融等
企业以不同的形式奔赴雄
安，助力新区的建设筑牢创
新发展的根基。

在一大波莞企奔赴雄
安的背后，不仅是东莞制造
加速对接全国创新资源，还
是东莞扎实的制造业基础
和良好的科研成果在雄安
的转化。

与岭南股份、易事特一样，瞄准雄
安市场的发展契机，并积极参与到其中
的建设，为雄安升级城市配套，几乎是
每家奔赴雄安的莞企的愿景和选择。

东莞世纪东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助理宋明瑞说：“雄安新区自
去年横空出世后， 就牵动着很多人的
心。 进驻雄安是企业战略规划之一，如
今还在探索实质性项目的阶段，希望未
来带着项目去雄安驻点，也为新区的城
市建设奉献力量。”
李子扬是金融投资机构瑞丰汇邦

的董事长，去年 4月份就联同好几家莞
企组成调研团队到雄安考察、 调研，希
望在新区寻找优质的项目标的。“我们
到雄安实地调研了好几个项目，颇具发
展前景， 也是我们公司看中的标的之
一。”
从各种渠道奔向雄安的莞企，均看

好新区无限的市场前景，从城市发展模
式角度探讨新区商业未来发展的商机，
于不断的探索中成为撬动雄安高质量
发展的支点。
在易事特董事长何思模看来，按照

规划， 创新驱动将引领雄安的建设发
展，于东莞高新科技企业来说，这是非
常好的发展契机。在产业方面，企业在
智慧城市、数据城市、新能源、光伏发电
等领域率先布局，有不错的机遇。
何思模说，在雄安这条创新带的驱

动下， 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创新资源，激
活更多的创新活力。比如，莞企在这里
设立研发中心，不仅可以提升技术创新
的能力， 更好地拓展公司企业的发展，
而且能引进高端人才，激发人才创新的
热情和活力。 南方日报

借科技手段抢占市场风口

3月 30 日无人机拍摄的驶出白洋淀码头的快艇。
自 2017 年 4 月 1 日横空出世，白洋淀所在的河北雄安新区设立至今已届周年。雄安新区设立一周年之际，世界目光再

次聚焦这个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地标。 新华社 发

瞄准契机积极参与建设

广州

中山市正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8 年 4月 18日下午 3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

开竞投：大涌镇岚田村大兴路 A# 地块 5 年租赁权，用地面积
2357.48㎡，月租金起拍价 8958 元 / 月，年租金起拍总价 107496 元
/年，保证金 3万元。
有意者请于 2018年 4月 17日下午 4时前将保证金汇入（户名：

中山市正诚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山交通银行社保支行，账户：
4846-0110-0018-0100-73743），并持保证金进账凭证及有效身份
证明到我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地址：东区中山三路体育街 7号 1-2
层，电话：88230280、88222133、18923309178 公司网址：http:
//www.zc-zd.com,市拍协监督电话：88228466 。

2018 年 4月 10日

关于汇凯嘉园规划
许可变更的公示
中山市威利创展房地产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汇

凯嘉园规划许可变更（地址：中山市黄圃镇食品工业
园）。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公示。

该项目的规划公示牌设在汇凯嘉园小区入口处
位置，公示期为本公示刊登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公
示期内，该项目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可以携带身份证、
房地产权属证书等资料到中山市城乡规划局黄圃分
局查询相关情况，提交陈述、申辩意见书或者听证申
请书。逾期未进行陈述、申辩或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
上述权利。

联系电话：88770883

中山市城乡规划局黄圃分局
2018年 4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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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规划路，南至规

划路，西至置业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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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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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金沙路，南至规

划路，西至厂房，北至

金业路

东至规划用地，南至

江湾路，西至翠景道，

北至规划路

东至商铺，南至规划

用地，西至卓旗山，北

至已建商住楼

东至规划路，南至广

成路，西至富联中路，

北至规划用地

东至规划路，南至规

划路，西至规划路，北

至庆德路

东至规划路，南至逸

骏星园商住小区，西

至规划用地，北至规

划路

7225.1

73333.4

22821.02

31507.2

3671.5

21176.8

中山市金沙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中山远扬商贸有限

公司

中山市联安置业有
限公司

中山市复厦房地产

有限公司

中山市金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中民审批
【2018】22号

中民审批
【2018】25号

中民审批
【2018】30号

中民审批
【2018】34号

中民审批
【2018】37号

中民审批
【2018】41号

时代优公馆

骏珑御景豪园

碧扬公馆

龙光天禧花园

融漫公馆

盛世年华家园

7

8

9

10

11

12

序

号
标准名称 地理位置

用地面积

(平方米)
申报单位 批准文号

序

号
标准名称 地理位置

用地面积

(平方米 )
申报单位 批准文号

根据《中山市地名管理办法》规定，现将批准的建筑物（地名）命名公告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