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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融通 创新融合 开放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纪实
深中通道、穗莞深城际铁路等建
正式运营。过境旅客在香港西九龙
设持续推进，港珠澳大桥贯通在即， 车站采用“一地两检”方式办理出入
广深港高铁
“蓄势待发”
……
境，可以大幅节省过关时间。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在数条湾区“主动脉”外，网状
蓝图正化为脚步坚实的行动：
这里跨 “毛细血管”正在湾区徐徐铺开。在
海大桥飞架，天堑变通途，
“ 主动脉” 2016 至 2035 轨道交通规划中，深圳
“毛细血管”基础设施持续融通；这里
将有 10 条轨道与东莞、惠州临深片
制度藩篱渐去，创新“养分”加快“新
区轨道对接。
陈代谢、血液循环”
。更加均衡充分、
目前，广东省发展改革委正在编
创新开放的发展局面，正在粤港澳大
制《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
湾区勾勒描画。
划》，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有望形成
“一
小时城轨交通圈”
“
。逐步完善的交通
■ 设施融通，更加畅通的 基础设施，为珠江口两岸带来了崭新
的活力，为湾区腾飞打下坚实基础。”
湾区“主动脉”
“毛细血管”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
在珠江口海域上，伶仃洋大桥和
万达说。
中山大桥的主墩桩基，近日同时开
■ 创新融合，更加自由流
钻。这标志着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建
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深中通道建
动的市场要素
成后，通过这条跨海直达的线路，车
程将缩减为 30 分钟，而过去绕行虎
在近日举行的 2018 第四届中国
门大桥需 2 小时。
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上，
深圳市副市
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建
长王立新透露，
深圳正在规划一条专
的一条跨海通道，计划于 2024 年建
线高铁和一条高速公路直通深汕特
成通车。
别合作区，该地区的居民要全部转成
另外两条湾区“主动脉”港珠澳
深圳户籍。
大桥、广深港高铁，
均
“蓄势待发”。
成立于 2011 年的深汕特别合作
今年初，连接香港、澳门、珠海的
区 ，地 处 广 东 省 汕 尾 市 ，2017 年 9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亮灯，这意
月，广东省政府明确该合作区由深圳
味着大桥具备了通车条件；
在这条世
市全面主导，正式成为深圳的一块
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正式通车后，港澳 “飞地”
。未来，
深圳和这块
“飞地”
之
之间的陆路距离将从 3 个多小时缩
间有望实现交通、产业、政策一体化。
短到半个小时。
近年来，这样
“一盘棋”
的举措越
广深港高铁将于 9 月 23 日全线
来越多，粤港澳之间一些制度性藩篱

正逐步取消，人员、资金等创新要素
在大湾区内的流动变得更加顺畅。
今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港澳
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让不
少居住在深圳的香港人充满了
“获得
感”
。在深圳创业的香港青年谢智衡
说，之前在内地乘坐高铁买票、取票
都比较麻烦，现在如果申领了居住
证，坐高铁就可以自助取票，工作生
活都更方便了。
“创新的关键是人才，让粤港澳
三地的人才流动起来，
就能激发出巨
大的动力。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汤晓鸥说。目前，
他牵头组建了香港
中文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的联合实验室，
为深港两地
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合作平台。
更广泛的粤港澳科技合作正不
断推进。记者了解到，
香港与深圳共
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完成规
划程序，计划 2021 年开始建设研发
中心等工程。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相关
负责人近期表示，正探索相关机制，
免除香港投资者在深圳注册企业、开
户时多次往返深港的繁琐，
进一步便
利港资企业来深投资。

■ 开放融入，更有影响力
的世界级城市群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
如果以国

际专利申请量为依据，在全球 25 个
重要的科技创新区域中，深圳-香港
区域排在第二位，
仅次于东京湾区。
一些专家认为，香港的金融、航
运，澳门的休闲旅游，深圳的高新技
术、
科技创新，
广州的贸易，
东莞、
佛山
的制造业等领域都具有世界级的影响
力。但与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纽约
湾区相比，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需要
世界级产业集群作为战略内核，
深化
城市合理分工，
实现功能互补。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
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认为，
粤港澳大
湾区作为全球制造工厂，
需要调整上
下游传统产业链条，
着力建设以新经
济为主导的产业生态体系，
促进湾区
新经济产业链条更完整，
产业生态更
自洽，
形成大湾区现代产业生态协同
共建新格局。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18 年 5 月
发布的研究成果显示，目前，粤港澳
大湾区已初步显露世界一流超大城
市群雏形，
未来将成为
“一带一路”
建
设的巨型门户枢纽和世界级经济平
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该区域在中
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
功能将进一步提升。
“香港、澳门应进一步提升国际
城市链接度，深圳、广州应加强科技
创新和新经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11 个城市不仅需要在湾区内部进行
合理分工，
更需要以各自特色和优势
切 入 全 球 城 市 分 工 体 系 。”曹 钟 雄
说。
（新华社）

由中国国家文物局、沙特阿拉伯旅游及民族遗产总机构主办
的“华夏瑰宝”文物展 9 月 12 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国家博物馆开
幕。这是中国文物首次大规模在沙特展出，
其中近半数展品为首
次出境。
新华社发

第十二届中国航展
11 月 6 日在珠海举行
新华社北京 9 月 13 日电
记者从 13 日在京召开的第十
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中国航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经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批准，第十二届中国航展将
于今年 11 月 6 日至 11 日在珠
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
据悉，本届航展的主办单
位数量从上届的 7 家扩展到本
届的 13 家，已确定参加国家和
地区 43 个，国内外参展商 770
家，
展览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本届航展主办单位有关负
责人介绍，第十二届中国航展
主要有三大看点：一是展位面
积较上届有较大突破。本届航
展的室内展览面积超过 10 万

平方米，比上届的 8.2 万平方
米增长 22%，增设了 10 号馆，
室外展览面积近 40 万平方米，
地面装备动态演示区面积由上
届的 7 万平方米扩大至近 11
万平方米，参展的国内外各型
飞机超 100 架；二是国内 10 大
军工企业大规模参展。为全面
展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航空
航天及国防科技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国内的五个门类 10 大军
工企业大规模参展。此外，本
届航展紧贴行业热点，按照民
航客机、航空发动机及 MRO、
公务机和通航、无人机、军民融
合等领域设立专题展区；三是
国际展览规模不断壮大。

敦煌文化艺术展
在台举办
新华社台北 9 月 13 日电
空灵的禅定佛像、端庄的菩萨
雕 像 、美 丽 的 九 色 鹿 ……13
日，一场展现敦煌千年文化艺
术之美的艺术展在台北科技大
学开幕，
吸引了众多观众。
“千年万象·敦煌文化艺术
展”
由宋庆龄基金会、敦煌研究
院和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共
同 主 办 。 该 展 览 在 2016 至
2017 年间，曾以“丝路拾珍”为
仲秋时节，
陕西省延安市南泥湾稻田泛黄，
大地铺金，
显现出一幅陕北好江南的景象。

新华社发

韩国说韩朝正就
军事领域合作展开磋商

穿越云霄赏明月

中秋
“赏月航班”来了
新华社南京 9 月 13 日电 记者
13 日从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
了解到，该公司在中秋节当天推出部
分
“赏月航班”
，便于乘客在空中近距
离观赏皎皎明月。
所谓“赏月航班”是指中秋节当
晚，出发时间在 18 点至 24 点之间，
机上乘客透过机窗可近距离欣赏月
景的航班。东航江苏公司市场部韩
翊对记者说：
“ 地面赏月可能会受到
中秋当天天气条件限制，而飞机的飞

行高度高，且多在平流层中飞行，受
到气象状况影响较小。
”
按照往年数据统计，
境内较受欢
迎的“赏月航班”目的地有北京、成
都、厦门等，
境外则有曼谷、普吉岛等
站点。
据了解，东航江苏公司今年在中
秋节当天推出的部分航班符合
“赏月
航 班 ”的 特 征 ，例 如 ：MU2851（南
京-北京，18:05 起飞），MU2861（南
京-北京，20:15 起飞）；MU2825（南

公 告

（2018）498
坐落于昆山开发区东方丽池 1 号楼 502 室，房屋所有权证号
为 301172429，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昆国用（2012）第 z110785
号，他项权证号为 303094216，原权利人为马旭，他项权利人为
昆山市创业担保有限公司。根据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7）
苏 0583 执 8265 号之二、
（2016）苏 0583 执 4041 号之二、
（2017）
苏 0583 执 6763 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及（2017）苏 0583 执
8265 号之二、
（2016）苏 0583 执 4041 号之二、
（2017）苏 0583 执
6763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上述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归苏
家伦名下，据此将证号为 301172429 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昆
国 用（2012）第 z110785 号 的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证 、证 号 为
303094216 的他项权证公告作废。
本公告期为 15 个工作日，以公告之日起算，公告期满视为
已通知权利相关人。
特此公告

京-成都，20:55 起飞）；MU2879（南
京-厦门，18:40 起飞），MU2752（南
京-厦门，20:10 起飞）；MU2803（南
京-曼谷，22:05 起飞）；MU2813（南
京-普吉岛，
20:15 起飞）。
据东航江苏公司提供的信息，
截
至 9 月 13 日，东航江苏国内航线“赏
月航班”的预订量已达三到四成，国
际航线预订量相对偏低，
但随中秋临
近，
上座率会进一步提升。在机票价
格方面，
“赏月航班”
的价格相比往常

（2018）499
坐落于昆山市巴城镇华府庄园 13 号楼 101 室及储藏室，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 281038436，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2012）
46133，他项权证号为 283020979，原权利人为昆山佳儿家实
业有限公司，他项权利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
行。根据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7）苏 0583 执 7835 号之
一《协助执行通知书》及（2017）苏 0583 执 7835 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上述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归顾晓霞名下，据此将证
号为 281038436 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2012）46133 的国
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 283020979 的他项权证公告作废。
本公告期为 15 个工作日，以公告之日起算，公告期满视为
已通知权利相关人。
特此公告
昆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昆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2018）500
坐落于昆山市玉山镇人民南路 131 号 36 室，房屋所有权证
号为 101158919，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2012）Z00085，他项权
证号为 103082906，原权利人为周彰，他项权利人为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根据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2017）苏 0583 执 9357 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及（2017）苏
0583 执 9357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上述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
用权归昆山苏之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名下，据此将证号为
101158919 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2012）Z00085 的国有土
地使用证、证号为 103082906 的他项权证公告作废。
本公告期为 15 个工作日，以公告之日起算，公告期满视为
已通知权利相关人。
特此公告
昆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公 告

（2018）501
坐落于昆山市玉山镇新港湾花园 66 号楼 1002 室，房屋所
有权证号为 101137439，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2010）93789，
原权利人为侍贤臣。根据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7）苏
0583 执 7950 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及（2017）苏 0583 执
7950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上述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归窦
保华名下，据此将证号为 101137439 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
（2010）93789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公告作废。
本公告期为 15 个工作日，以公告之日起算，公告期满视为
已通知权利相关人。
特此公告

（2018）502
坐落于昆山市周市镇东方家园 40 号楼 203 室及 008 室，不
动产权证号为 20160020591、20160020598，原权利人为王正
祥。根据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苏 0583 执 4049 号《协
助执行通知书》及（2017）苏 0583 民初 8524 号《民事判决书》，
上述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归王建芬名下，据此将证号为
20160020591、20160020598 的不动产权证公告作废。
本公告期为 15 个工作日，以公告之日起算，公告期满视为
已通知权利相关人。
特此公告

昆山市“艺荟兰苑”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昆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一、招标项目名称：
艺荟兰苑项目前期物业管理
二、招标项目概况：昆山市“艺荟兰苑”位于昆山高新区马鞍山路
北侧、江浦路东侧，建设用地面积 63918.40㎡，总建筑面积 194005.32
㎡。由 14 幢多层住宅楼组成，已开工建设，项目三次规划 ，一期实施，
预计 2020 年 11 月建设完成，绿化率≥35.01%；容积率为 2.299；建筑
密度为 20.00%；
地下建筑面积 45936㎡。
三、招标单位：
苏州广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招标范围：
“艺荟兰苑”前期物业管理
五、报名时间和地点：
时间：
2018 年 9 月 13 日上午九点至 2018 年 9 月 17 日下午五点；
地点：
昆山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同丰西路 598 号建设大厦 108 室)
六、投标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
1.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体要求到昆山市物业服务管理协会网站（www.kswy.org.
cn/）查阅。
苏州广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4 日

运转的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
韩朝双方也将建立政府间的长
效沟通机制。
对于即将于 18 日至 20 日
在朝鲜平壤举行的韩朝首脑会
晤，
郑义溶表示，
届时双方将就
半岛无核化方案进行更为深
入、具体的讨论。
“2018 年首尔安保对话”
12 日至 14 日在韩国首尔举行，
来自 48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
合国、
欧盟等 4 个国际机构的代
表出席。除朝核问题外，与会
代表还将就海洋、网络、能源等
领域安全问题展开广泛讨论。

本报挂失须知
遗失证件

自备证件及信息

身份证

证号、
身份证有效期限（起止
日期）、
户口簿（暂住证、
单位
证明）

就业登记证

证号、身份证（暂住证、单位
证明、
户口簿）

行驶证

证号、
身份证、
产权证

驾驶证

证号、
驾驶证有效期限（起止
日期）、
身份证（户口簿、
户籍
证明）

户口簿

户号、
户主身份证

户口迁移证

证号、
身份证（户口簿）

学生证

证号、
身份证（学校证明）

毕业证

证号、
身份证

住房公积金卡
独生子女出生证

100 元/份

如需他人代
办挂失手
续 ，请 带 好
本人及经办
人身份证

证号、
父母双方身份证

保险保单

单号、
保险公司盖章、
身份证
证号、
身份证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运输证

证号、
运管处补办申请表、
身
份证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

证号、
身份证

航运簿

备注

卡号（至公积金管理中心查
询）、
身份证

证号（至交警大队查询）、身
份证、
行驶证

机动车牌照

费用

通知书号码、
身份证

养路费缴讫证

执业、
执法、
资格证

（个人证件）

证号、
身份证

失业证

毕业生就业通知书

公 告

昆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浮动不大，
乘客可以选择这些航班。
搭乘
“赏月航班”
赏月，
选好座位很
重要。东航江苏公司机长白宁介绍，
有
这样几个选座窍门：
第一，
南北方向飞
行的航班，
坐在靠东边的座位赏月角
度较好，
利于空中赏月；
第二，
由东向
西航向的航班适合赏月的位置在机舱
左侧，
由西向东航向的航班适合赏月
的位置在机舱右侧。最后，
由于机翼
较宽，
靠近机翼的位置视线易受遮挡，
赏月体验较差，
旅客应谨慎选择。

新华社首尔 9 月 13 日电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
室长郑义溶 13 日表示，为从根
本上消除可能导致韩朝双方军
事冲突的危险因素，提升军事
互信水平，韩朝正就在军事领
域开展广泛合作进行协商并制
定方案。
郑义溶说，南北双方此前
已就共同推进板门店非军事区
内互相试撤岗哨、解除板门店
共同警备区内武装、共同挖掘
朝鲜战争战士遗骸等军事领域
合作达成共识。同时，通过将
于本月 14 日在朝鲜开城投入

公 告

公 告

题在台湾 6 所高校巡回展出，
广获好评。此次展览包含八个
主题，
包括
“丝路漫行”
“庄严佛
宫”
“霓裳美仪”
“薪火相传”
等，
以平面、雕塑、建筑模型、影片、
经典洞窟原貌重现等方式立体
展现敦煌的千年万象。
据介绍，本次展览将持续
至明年 1 月，除台北科技大学
外，还将赴桃园中原大学和嘉
义南华大学巡展。

车牌号、
行驶证、
身份证
号码、
船舶产权证、
身份证

房产证、
房屋共有权、
他项权证

房产交易中心或各乡镇建管
所证明、
身份证

150 元/份

土地证

国土局或各乡镇国土所证
明、
身份证

150 元/份

残疾证

证号、
身份证

注：
自备证件均须是原件

第一次免费，
第二次开始 100 元/次

咨询电话：
57509188、
57509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