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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帮扶成绩 助力产业发展
帮扶阳春扶贫成果展暨特色旅游及农产品展销会25日将在珠举行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香味四溢的春砂仁、阳春豆豉、
岗美腊鸭以及八甲麦菜、咸柠
檬、三甲切粉……这些熟悉的
地方特产是否勾起你浓浓的乡
愁，让你真切回想起童年的味
道？

11月25日至27日，帮扶
阳春扶贫成果展暨特色旅游及
农产品展销会将在我市星园扶
贫专业市场隆重开幕。届时，
来自阳春地区60多家农业龙
头企业、产业扶贫基地的50多
种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将集中展
示展销，满足市民“菜篮子”需
求。其间，还将举办旅游景点
推介活动，介绍阳春秀美山川
景点并推荐优惠便民精品旅游
线路，为市民游览阳春提供便
利。

本次展示推介会由阳春市
政府、阳春市农业局（扶贫办）、
阳春市旅游及外事侨务局，以
及珠海市扶贫办、珠海驻阳春
扶贫工作组、市农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市农产品交易
协会、市粤西商会、市旅游总

会、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冷源
汇空调工程有限公司等联合举
办，旨在搭建珠海、阳春企业及产
业基地沟通交流的大平台，促进
扶贫产业项目与市场的良好对
接，拓宽阳春特色农产品销售渠
道，谋求产业基地、企业及农户发
展共赢，促进贫困户脱贫，努力打
赢精准扶贫攻坚战。

记者提前探营了解到，帮扶阳
春扶贫成果展暨特色旅游及农产

品展销会正紧锣密鼓筹备中。
届时，主办方将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集中展示珠海27个帮扶单位
对口帮扶阳春44个帮扶村的产
业基地建设及各项帮扶成绩。
来自阳春的60多家农业龙头企
业也将携带50多种名优特色农
副产品集中亮相，满足市民需
求。其中，春砂仁、八甲麦菜、凼
仔鱼、岗美腊鸭、三甲切粉、咸柠
檬、苋草猪、香猪、生态羊、阳春

豆豉、小生花蛋、茶油、火龙果、
百香果等多种地方农副产品均
产自对口帮扶产业扶贫基地，品
质优良，价格适中，且现摘现卖，
十分新鲜。

本次展销会上，来自阳春
的十数家旅游公司也将闪亮登
场，现场推介最合适的阳春精
品旅游路线，带珠海市民到山
区深度游，尽赏素有小桂林美
誉的“水墨阳春”。

本报讯 记者刘晓峰报道：在
刚刚结束的2017年度全国火炬统
计工作会议上，由于在2016年度
火炬统计工作表现突出，珠海高新
区连续第7年被授予全国“火炬统
计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这是
记者21日从珠海高新区获悉的。

11月 16日，科技部火炬中
心在山东潍坊召开2017年度全
国火炬统计工作会议，来自全国
45个省（区、市）科技管理部门、
156家国家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
区的代表，共600余人参加了本
次会议。珠海高新区科技产业局
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相关工
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2016年度
全国火炬统计工作情况，对2017
年度火炬统计工作任务进行了部

署，同时，发布了《关于对2016年
度火炬统计工作先进单位表扬的
通报》，对2016年度火炬统计工
作表现突出的科技管理部门和高
新区予以表扬。珠海高新区连续
第7年被授予“火炬统计工作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

珠海高新区高度重视火炬统
计工作，近年来从人员配备、经费
保障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
2017年5月，由区科技产业局承
办的2016年度火炬统计数据上
报会议在珠海成功举办，获得科
技部火炬中心和参会代表的一致
赞扬。同时，区科技产业局和创
业服务中心从加强统计培训、提
高数据质量等方面进一步做好各
项工作，力争2017年火炬统计工
作再上新台阶。

火炬统计工作表现突出
珠海高新区连续7年获评全国先进单位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道：随
着港珠澳大桥即将具备通车条
件，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通车如
何收费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
2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大
桥主体工程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
相关听证会将于下月在珠海举
行。22日起，珠海市民可通过三
种方式报名参加。

21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官
网发布通告称，根据《港珠澳大桥
建设、运营、维护和管理三地政府
协议》中适用属地法律原则及相
关规定，省发改委拟于12月下旬
在珠海市召开港珠澳大桥主体工
程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听证会。

本次听证会设听证会参加人
24名，其中消费者15名。据悉，
消费者参加人15名（内地和香
港、澳门居民各5名）通过自愿报
名，采取随机抽取并邀请新闻媒
体现场监督的方式产生。

目前，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已
开展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车辆通
行费成本监审，会同相关部门研
究制定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车辆
通行费收费标准听证方案。省发
改委表示，根据《三地政府协议》
约定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有关
规定，审核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
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主要考虑以
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包括港珠澳
大桥属公共基础设施、车辆通行
费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及满足主体
部分运营维护和管理费用、港珠
澳大桥车流量及车主的承受能
力、在可行的情况下尽量降低收
费以增加车流量。

根据省发改委通告，消费者
（包括珠海市民）可通过邮寄、传真
和电子邮件方式报名，登录省发改
委门户网站http：//www.gddrc.
gov.cn“通知公告栏”查询，报名
时间：11月22日-11月29日。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听证会下月举行

今起市民可报名参加

本报讯 记者宋爱华报道：
近日，梅华街道办兴发社区首个
青少年服务项目“星星成长加油
站”经过一年的运作终于结项，
在毕业礼上，孩子们依依不舍社
工姐姐，难忘每一次有意义的活
动带给他们的成长体验。

当天下起了蒙蒙细雨，但
却挡不住孩子们参加毕业礼的

热情，20多名小朋友在家长的陪
伴下参加了“星星成长加油站”最
后的结营活动。据了解，“星星成
长加油站”于2016年12月启动，
主要为兴发社区的孩子们提供课
外成长教育服务，这也是兴发社区
的首个青少年服务项目。在一年
时间里，“星星成长加油站”通过四
大服务主题“快乐四点半”、“青春

梦想”、“亲子系列”和“公益体
验”四大板块的活动，为社区青
少年搭建了一个快乐学习、共同
参与和相互交流的平台，孩子们
在这里参观城市建设成就，参加
亲子家庭活动以及体验公益之
行等等，开阔了视野，获得了很
多难忘的“第一次”。

在当天的毕业礼上，孩子

们纷纷回忆起一年里所参加的
活动，有的孩子说最难忘的是
第一次搭乘有轨电车的经历；
有的孩子至今记得平时忙于工
作的爸爸，第一次带自己参加
社区DIY月饼活动，让他十分
开心。家长们更是感慨良多，
对孩子在参加“星星成长加油
站”活动后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表示赞叹和感谢。结营活动还
为8名热心参与项目活动的义
工颁发了“最优秀义工奖”。

兴发社区首个青少年服务项目结项

美丽的崆峒岩。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本报记者 陈颖

濠江之畔，镁光灯下。11月
21日下午，澳门综艺馆4000多
个座位座无虚席。

当年过半百的意大利男人派
勒格瑞尼以头和微曲的大腿作道
具，与其他三名壮硕的亲兄弟仅
靠单手支撑，实现不可思议的手
对手“叠罗汉”时，现场观众忍不
住站起来鼓掌。

这是第四届中国国际马戏节
从珠海走到澳门，开展的文化惠
民演出。5年以来，中国国际马
戏节不断创新提高办节水准，马
戏文化惠民演出已让珠海澳门十
余万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世界马
戏精品。

作为一项以弘扬马戏杂技艺
术、推进国际业界交流、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为宗旨的国际性文化盛
事，中国国际马戏节正以其丰富活
动、精彩节目、开阔视野以及高超
水准，不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
文化繁荣发展的优秀成果，不断满
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成
为珠海建设独具魅力的文化旅游
强市的重要支撑，也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创新开放，始终坚持高水
准国际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没有高
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
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满
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
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完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中国国际马戏节正是对这一
期待的积极响应。连续成功举办
4届以来，中国国际马戏节不断
对外开放、创新节目、提高办节水
平，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世界
顶级的马戏精品文化。

“这是真正最顶级的世界级
马戏杂技类节目！”11月21日，澳
门大学一名曾在欧洲留学多年的
教师说，来自意大利的派勒格瑞
尼马戏世家享誉欧美，《兄弟对
手》节目是他们的经典之作，四兄
弟已经合作演出了30多年。这
次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拉斯维加斯
大秀都难以请到的世界马戏界明
星节目，真是意外之喜。

派勒格瑞尼兄弟则透露，由于
此前一位兄弟受伤，以致该节目一
度不能表演。这也成为欧美马戏
业内的遗憾。如今，他们恢复演出
的首站就主动选择了中国珠海横
琴，其实是对中国国际马戏节不断
开放、不断提高水准的认可。

此外，21日在澳门的文化惠
民演出中，来自中国的杂技《彩陶
情-顶坛》、《俏花旦-集体抖空
竹》，同样让澳门观众以及国外演
员交口称赞。

世界马戏联合会主席乌尔
斯·皮尔兹认为，中国杂技艺术水

平高超，欧美杂技马戏幽默滑稽，
中外文化的交流让马戏艺术水平
更为提高。“这些节目都太棒了，
很多都是国际性大型马戏节上的
常客。”在乌尔斯·皮尔兹30多年
的马戏职业生涯里，第一次看到
一个如此年轻的国际马戏节，能
如此快速地提高国际影响力和水
准，乃至重构世界马戏新格局。

实际上，从 2013 年首届开
始，中国国际马戏节精心挑选节
目范围就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
受国际业内好评。本届也是从世
界上十多个著名马戏盛会中的多
个节目中，精挑细选出25个中外
顶级节目同台献艺。随着不断对
外开放、办节水平不断提高，本届
不少欧美优秀节目甚至放弃商
演，而选择参加中国国际马戏节。

美国火鸟娱乐有限公司总裁
皮特·杜宾斯基评价说，在节目类
别、节目水准以及参加的国家和
地区上，中国国际马戏节都在不
断提升。

扩大力度，多层次惠及广
大群众

而这些不断提升的国际精品
节目，都原汁原味地以文化惠民演
出的方式，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家
门口。不仅是节目质量，在演出地
点、惠及群体、派票方式等方面，文
化惠民演出也始终在加大力度。

从第一届就开始坚持文化惠
民原则，4届以来，中国国际马戏
节共举办约20场文化惠民演出，
主动深入到珠海的体育中心、各高
校中小学、民兵训练基地、西部地
区等等。让学生、官兵等不同群体
十余万人次直接在家门口就能观
赏到精品马戏演出，有力地彰显了
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
本届马戏节的文化惠民演出更在
硬件上追求创新，首次走进珠海新
地标——珠海大剧院举行。

除了珠海，中国国际马戏节
把文化惠民演出也带到了澳门，
先后走进澳门大学、澳门综艺馆

等地，让数万澳门市民欣赏到世
界文化盛宴。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惠民演
出本届也在探索互联网创新方
式，今年推出了更便捷、更公平的
线上抢票方式，让更多群众更高
效、贴心地享受到精神食粮。

这种贴心的服务，让来自拉
脱维亚的主持人安泽也感同身
受。安泽已主持了三届中国国际
马戏节，也主持了十几场文化惠
民演出。文化惠民演出时观众的
热情，让她非常感动。安泽觉得，
市民的笑脸是对马戏文化不断发
展壮大的直接肯定。

一张张大笑的脸庞、一次次
朋友圈激动的分享、一回回街头
巷尾的热议……马戏文化正深深
刻入濠江两畔的集体记忆。

文化纽带，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拳头名片

文化惠民演出，是剧院和大
众媒体之外，让马戏节辐射力和
公益性增强的有力抓手。从街头
巷尾到学校社区的文化惠民演
出，从珠海到澳门，马戏已经成为
一张靓丽的新名片，其不断辐射
到粤澳地区的影响力，正成为粤
澳大湾区的拳头文化名片。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国际性文
化盛事更是夯实文化建设根基、提
高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这种软实
力，往往在老百姓生活细节中得以
体现。当中国国际马戏节在澳门
进行文化惠民演出派票时，一度出
现排队几个小时的场景。

中国国际马戏节自诞生以来，
就一直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
市场运作、艺术惠民”的办节思路，
以打造高规格、国际性的马戏杂技
艺术盛会和类目齐全、奖项权威的
马戏杂技艺术竞技平台为目标，以
弘扬马戏杂技艺术、推进国际业界
交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为宗旨。
正是以这样的大视野、大格

局，中国国际马戏节并不仅仅是
一场马戏杂技文化盛宴，还是一
个创新人文交流方式，完善人文
交流机制。

如今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的加快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群规划酝酿，横琴自贸片区的
加快建设以及港珠澳大桥即将建
成通车，珠海正处在新时代大发
展的重要时刻。

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城市
竞争力，对于珠海构建开放新格
局、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
高地和“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将
带来积极促进作用。

专家指出，近年来珠海先后
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马戏节等多
项国际性盛事，产生优势叠加效
应，不断彰显出珠海市开放之城、
创新之城、生态之城、文明之城、
活力之城的城市特质。中国国际
马戏节等国际盛事通过发挥区位
优势，利用黄金发展机遇期，将继
续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
为今后的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提
供更多机遇和可能性。

始终把马戏精品送到群众家门口
——中国国际马戏节坚持把文化惠民放在首位，提高文化自信、丰富精神食粮

第四届中国国际马戏节
文化惠民演出足迹

马戏惠
民演出澳门
现场。

马戏节
执委会供图

● 11月14日，珠海大剧院歌
剧厅（上下午各一场）

● 11月16日，斗门区体育馆
北门广场

● 11月19日，珠海市体育中
心体育馆

● 11月20日，金湾区三灶镇
中心小学

● 11月21日，澳门综艺馆

链 接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