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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名片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
道：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要
求、新部署落到实处，保护好
珠海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及
城乡相映的城市风貌，满足群
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
2017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
市创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区）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考
核组，对我市申报第九批“绿
色学校”、第七批“绿色社区”
共38个学校、社区进行评估

验收。
据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4月，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环保局、市教育局联合开
展了第九批“珠海市绿色学校”和
第七批“珠海市绿色社区”创建活
动，得到了多家社区、学校的积极
响应，踊跃申报创建。

绿色单位创建指标包括环境
管理、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环境
行为等多项内容。此次考核组通
过听取学校、社区的自评报告，与
居民、学生、老师代表座谈，检查
校园、社区环境，查阅相关档案资

料，反馈意见等对申报单位进
行评估验收。

考核组认为，各单位“创
绿”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创
绿”机构健全，工作制度完善，
责任分工到位，能够积极按照
创建标准开展各项工作；重视
环境宣传和环境文化建设，校
园、社区环境优美，能够通过课
堂教育渗透、环保社会实践、环
保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将环
保知识、绿色理念很好地传递
给师生、居民，再渗透到社会各
个角落，真正起到了引导全社

会积极践行绿色发展、低碳生
活的作用。

同时，考核组也勉励各创
建单位，要在注重“创绿”整体
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创绿”理念、挖掘“创绿”特
色，加大校园、社区环境管理，
提升师生居民环境意识，强化
绿色行为培养，更加注重平时
活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
档，既要活动丰富有特色，也
要资料完整更齐全，为建设美
丽珠海、共享美好生活作出应
有的贡献。

2017年珠海市绿色学校绿色社区迎来评估

38个“绿色细胞工程”待验收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由
我市与中大珠海校区合作共建
的珠海风暴潮灾害监测预警中
心日前获批立项。作为广东首
个台风风暴潮监测预报平台，预
计最快在2018年年底可建成。
该中心投入使用后，将使珠海风
暴潮 48 小时预报准确率达到
85%以上，对我市防灾减灾工作
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

12月4日，记者从市发展和改
革局获悉，该项目包括“一个中心
五个系统”，即风暴潮灾害监测预
警中心、风暴潮灾害监测系统、风
暴潮数值预报应用系统、风暴潮
灾害预警及防御辅助决策支持系
统、风暴潮预警制作发布共享系
统及风暴潮信息技术支持系统。

其中，“一个中心”位于中大
珠海校区大气科学学院新建楼，
总建筑面积约3026平方米；“五
个系统”涉及硬件和基础软件建
设，当中的硬件设备主要位于淇
澳岛的海洋气象探测基地（占地
面积约 6500 平方米），以及东澳
岛、高栏岛、外伶仃岛等地，包括
配置自动气象站、能见度仪、漫

堤监测系统等。项目总投资约
合2500万元。

记者从珠海市气象局证实，
我市与中大重点学科开展合作共
建，不仅开了气象领域政校合作
的全国先河，建成后的监测预警
中心也是广东首个针对风暴潮灾
害的监测预报平台。据市气象专
家介绍，该中心将对我市监测灾
害性风暴潮过程、开展相关预报、
辅助政府决策发挥前所未有的作
用，预计2018年底至2019年上
半年建成投入使用。

市民想必对台风“天鸽”风
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酿成的悲
剧记忆犹新。据介绍，各地风
暴潮灾害诱发机制不同，珠海
主要为台风天形成的“台风风
暴潮”。上述监测预警平台建
成后，借助台风强度、路径等重
要预报信息，通过对系统内监
测数据的分析研判，可有效保
障预报信息精准和信息上报时
效，48小时内对风暴潮预报的
准确率至少可达到 85%，包括
风暴潮高度、受灾区域，以及灾
害面积等。

珠海风暴潮灾害监测预警中心获批立项

风暴潮预报准确率达85%以上

本报讯 记者刘晓峰报道:近
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了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016年度考
核评价结果，珠海南方软件园及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凭借着成效显著的孵化成果，
被评为优秀（A类）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

据公告显示，为促进科技企业
孵化器健康发展，规范并引导国家
级孵化器发展方向，提升国家级孵
化器服务能力，科技部火炬中心开
展了2016年度863家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的考核评价工作，通过
网上填报、专家评审、统计计算等
严格程序，评出优秀（A类）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140家，其中广东
省共18家，珠海市共2家，分别是
珠海南方软件园及珠海清华科技
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记者6日从南方软件园有关
方面获悉，作为大型央企中国电
子（CEC）下属企业，南方软件园
将在近年进一步加大基础条件建
设，增强自身的抚育孵化能力，加
速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016年度考核评价结果

高新区两平台获评优秀（A类）

12月6日，由珠海市文
化馆主办的“《祖国颂》交响
音乐会”在珠海大剧院拉开
帷幕。本次音乐会实行全免
费公演，让珠海市民“零距
离”享受高雅艺术熏陶，走近
大师，聆听经典，陶冶情操。
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和“十三五”时期繁荣群众文
艺发展规划，增强全民文化
自信，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演出当晚，交响音乐会
在一曲气势磅礴的《红旗颂》
中启幕，清脆的小号和交响
乐完美的配合，带领观众穿
越到了建国之日，感受五星
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天安门上
空的伟大时刻。接下来，热
情欢快的《掀起你的盖头
来》、悲怆激昂的《白毛女序
曲》、轻快婉转的《窗花舞》等
熟悉而动人心弦的旋律一次
又一次让观众重温中华文化
宝库中的音乐经典代表作。
使人们在音乐会的演出中领
略文化瑰宝的魅力，感受音

乐经典的生命力。
由高胡演奏者李亚秋和

交响乐团配合演奏的《瑞佛
戏凤鸡》是珠海市文化馆馆
长蒯锋毅以珠海市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前山
凤鸡舞”为创作原型，以“沙
田民歌”为创作元素创作的
珠海第一部交响乐作品。作
品以瑞佛和凤鸡为主线展
开，瑞佛主要取之于大头佛，
头戴和尚面具，身穿长衫，手
持葵扇，戏逗凤鸡。作品描
写凤鸡斗瑞佛，瑞佛戏凤鸡，
最后升华到凤鸡同乐，神形

交融、和谐祥瑞，天地一体的境
界。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表达民心向往美好、吉祥生活
的愿望。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
首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蒙古
族歌曲，1978年由著名女中音
歌唱家德德玛演唱。此次由指
挥陈土改编的管弦乐版本《美丽
的草原我的家》加入了竹笛演
奏，让观众耳目一新。从现场观
众的反映来看，“祖国颂”交响音
乐会演出的作品称得上是精品
之作，其艺术水准得到各方肯
定，获得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近年来，市文化馆通过组
织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深受群
众喜爱的文化活动，提高群众艺
术鉴赏力，进一步带动群众文艺
创作，按照体现公益性、基本性、
均等性、便利性要求的原则，促
进了我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
均等化。此次承办市民音乐会
的过程，也是打造珠海市文化品
牌的过程，大气、典雅、激昂的基
调，一流的演奏员阵容这些要素
使得本土文化品牌得以为大众
所肯定。”据市文化馆有关负责
人介绍，作为市文化馆的馆办乐
团，珠海乐团集艺术人才、地方
特色、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为
一体，它以高雅文化滋养百姓身
心，以文化建设凝聚发展合力，
提升市民幸福指数，既活跃了珠
海市民的文化生活，又塑造了独
具魅力的珠海文化形象。从
2015年开始，该团坚持每年举
办“仲夏之夜”交响音乐会，“高
雅艺术进校园”、市民新年音乐
会等活动，均以精湛的演出取得
了良好的口碑。

据悉，为引领青年学生提
高审美修养，提升精神境界，满
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营造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良好文化环境，“2017高雅
艺术进校园”音乐会将于2017
年12月11日和13日分别在珠
海艺术职业学院、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中美国际学院举
办。“2018珠海市民新年音乐
会”将于12月26日和27日在
珠海大剧院举办。新的一年
里，市文化馆将继续秉持文化
惠民的发展理念，让交响乐走
向社会、走向基层、走向大众，
让人民群众都能尽享高雅艺术
带来的魅力。

《祖国颂》交响音乐会在珠海大剧院拉开帷幕

奏响新时代特区强音

交响乐团常常有城市名片之
称，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力与亲和力
的重要展示窗口。改革开放前沿的
珠海、浪漫花园城市的珠海，更需要
一个高雅的交响乐团，来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提
升全民高雅艺术的鉴赏能力。

随着珠海经济文化的高速发
展，全国大批优秀人才移民珠海，
其中包括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专业
人士，他们曾是全国各大艺术团
体的乐团成员；加之近年来一批
又一批酷爱高雅艺术的大学毕业
生入户珠海，更为珠海欣赏高雅
艺术增添了新鲜血液……天时、
地利、人和，为珠海乐团奠定了良
好基础。

2014 年 10 月，珠海乐团在中
共珠海市委宣传部、珠海市文化
体育旅游局的支持下，在珠海市
文化馆的组织下成立了。全团现
有演奏员近 50 人，具有专业演奏
水平，其中多位演奏员为国家一
级演奏员资格。珠海乐团秉承奏
响时代最强音的理念，努力为珠
海高雅艺术作出贡献。

珠海市文化馆馆办
团队——珠海乐团

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 殷 贝
专题摄影 本报记者 曹雁行

本报讯 记者赵岩 见习
记者罗汉章 通讯员曾翠琼：
全市首个园区政务服务站在
金湾智造大街园区设立，园区
企业足不出园就可办理153项
业务事项。6日上午，金湾区
园区政务服务站暨企业登记
一站联办向两镇政务服务中
心延伸业务，在金湾智造大街
园区正式启动。企业办事更
加便捷的同时，也标志着金湾
区创新创业环境得到进一步
优化。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金
湾区委、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及
金湾智造大街相关负责人士
共同点亮了启动球。据介绍，
在智造大街成立的园区政务
服务站是全市首个园区政务
服务站。目前该服务站已设
立了两个综合服务窗口，进驻

153项业务事项。该服务站工作
人员是区政务部门统一选派的业
务骨干，将为园区企业提供受理、
咨询、代办等区、镇、村（社区）三
级政务服务，让园区企业足不出
户就能够轻松办事。

园区政务服务站采取两种建
设模式。据金湾区相关人士介
绍，一种像智造大街这种模式，由
区政务部门派驻工作人员驻场服
务；另一种模式则是区政务部门
联合园区运营商，将政务、金融、
物业等服务融合，打造一个一体
化的服务中心。园区可根据自身
实际需要选择性采用，未来园区
政务服务站将逐步向全区园区推
广。智造大街相关人士表示，政
务服务进园区可节约企业成本，
让他们把时间用在自身研发上，
从而促进产业更加快速发展。

此外，记者了解到，企业登记

一站联办在金湾区级服务大厅
已经实施3年多，创新服务模
式得到了办事群众的一贯好
评。目前已有3600家企业通
过企业登记一站联办系统成功

办结证照。如今，该业务向两
镇延伸，将进一步推动企业设
立登记业务向基层下沉，最终
实现区、镇、村三级政府服务

“全城通办”。

足不出园就能办妥153项业务

金湾设立全市首个园区政务服务站

市民在三灶镇政务服务大厅顺利办完业务。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指挥：陈土，原中国人民解放
军兰州军区常任指挥，西北民族
大学交响乐团特邀指挥，珠海乐
团常任指挥。其指挥风格严谨并
热情奔放，有很强的感染力。

《祖国颂》交响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