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海情，墩苗心
温暖学子魅族情
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为通甸完小捐赠“爱
心电话亭”及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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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轨电车将发高考专列
6月7日8日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车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宜居典范
湾仔银坑旧村改造回迁房正式奠基啦！

“我们等了几十年，盼了几十年，终于
等到了这一天！太激动了。”6月2日，对于
湾仔银坑村民廖记兴和全村85户村民来
讲，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当天上午，锣
鼓喧天，鞭炮齐鸣，在全村100多名村民代
表的见证下，湾仔银坑村改造项目实施主
体确认暨回迁房奠基仪式正式举行。在珠
海新一轮旧村改造工作启动的三条试点村
中，银坑村成为首条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
议比例超90%的试点村。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 通讯
员周声芳报道：关注贫困地区儿
童和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帮助他
们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6月1日，爱心企业珠海市魅族
科技有限公司为兰坪白族普米
族自治县通甸镇革命英烈红军
小学通甸完小送上了特别的“六
一”儿童节礼物——“爱心电话
亭”两座及校服1550套。

通甸完小始建于1939年，
是我国首所普米族小学，白族、
普米族、傈僳族、彝族等少数民
族学生占95%，同时也是全国
231所红军小学之一。

在捐赠仪式上，珠海市魅
族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加
给孩子们带来千里之外的问
候。她说，“这次捐赠两座‘爱
心电话亭’，就是希望搭起一道
跨越三江、联系亲情的空中热
线，为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父

母交流提供温暖港湾，让年幼的
孩子们内心不再孤单。”她表示，
孩子们勤奋好学、以苦为乐的精
神感人至深，公司希望能为孩子
们幸福成长尽绵薄之力。

该校六年级学生代表和庆表
达了对珠海市爱心企业的感谢，并
称将立志刻苦学习、树立远大理
想，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
的人，不辜负学校老师与各位爱心
人士的殷切期望。

通甸镇委副书记、镇长和志
培表示，珠海市爱心企业的捐
赠，切实解决了学校一直以来校
服无法统一以及孩子们长年无
法与家人见面的难题，为贫困地
区学校增添了一抹亮色，也为孩
子们的节日带来了欢乐。来自
珠海企业的爱心将在通甸接力
传承，孩子们将心怀感恩，奋发
学习，健康成长，成为国家有用
之材。

一河之隔，“银坑”期待“蜕
变”

银坑旧村更新项目位于南湾
大道西侧、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北
侧，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隔江相望，富丽堂皇的新葡
京、澳门塔、银河、威尼斯人等澳
门标志性建筑灯火辉煌；马路对
面矗立着珠海中心、国际会展中
心、喜来登酒店等珠海新地标。
然而多年来银坑似乎被珠海城
市化的步伐遗忘了，区位优势没
有发挥出来，村内建筑老旧，密
度大，几乎没有什么配套，垃圾
随处扔，村民居住环境存在安全
隐患。

“我们村连一个幼儿园都没
有，每天还需要跑来跑去把孩子
送到镇里上幼儿园，很辛苦。”64
岁的村民廖记兴是土生土长的老
村民，他告诉记者，“不仅没有配
套，村里还没有规划，到处乱七八
糟，遇到火灾就更惨了，消防车都
进不来，成天提心吊胆。”

背依秀丽的将军山，隔着濠
江是澳门繁华的车水马龙，银坑
村民生活在破旧的村民房里，盼
望改造的念头从来没有停止过。

“村里房子挨着房子都是‘握手
楼’，看出去是‘一线天’，居住环
境脏乱差，年轻人都跑到外面打

工去了。”村民廖有娣说，“我们期
待能早日改善生活质量。”

随着珠海新一轮旧村改造的
启动，以及横琴、保税、洪湾片区
一体化不断地发展，特别是粤港
澳大湾区规划的呈现，银坑村终
于迎来了蜕变的契机。

领跑全市：首条签订拆迁
补偿安置协议比例超90%的
试点村

6月2日仪式的举行，标志着
银坑村项目改造继续走在了全市
的前列，并阔步迈入全新阶段。

“银坑村项目周边簇拥着华
发珠海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喜

来登酒店、峰景湾、十字
门国际海岸、情侣路工程、

保税区一级开发等一批华
发工程项目。作为湾仔城市

建设的主力军，长期以来，华发
对银坑村的更新工作有着强烈
的使命感及责任感。”华发股份
控股子公司珠海正汉置业有限
公司项目负责人在现场接受采
访时说，“华发定当承担起早日
重现银坑繁荣盛景的责任，尽心
尽力、保质保量的完成本项目的
改造工作。”

银坑旧村更新项目占地约
4.5 万平方米，现状建筑面积约
5.3万平方米。

2016 年 10月，银坑村旧村
改造项目被珠海市政府明确列为
香洲区推进旧村更新工作的三个
试点项目之一。2017年11月，华
发股份控股子公司珠海正汉置业
有限公司经全体股东投票表决，
成为湾仔银坑村改造项目开发企
业，在获得唯一谈判权和签约权

后，迅速与银坑村权益人开展拆
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工作，攻坚
克难，全力以赴，仅用半年时间，
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比例就达
到90%，完成从表决项目开发企
业到实施主体的确认。

从第一步开始，银坑村旧村
改造项目就走在了全市旧改项目
的前列，不仅展示了华发的速度，
更是珠海正汉置业有限公司对全
体银坑村民负责任的体现。

珠海正汉置业有限公司项目
负责人表示，湾仔银坑村项目进展
顺利，充分说明了银坑村村民对华
发股份品牌和实力的信任，更是华
发与合作方衷心合作的硕果，为加
快我市旧村更新改造工作树立了
标杆。

华发：打造珠海城市更新
领域的新标杆

记者获悉，改造完成后，银坑
村将成为拥有幼儿园、邻里中心、
社区体育公园等公共配套设施的

高档社区，村民的生活质量得到
充分保障，孩子们能得到更好的
学习和教育环境，村容村貌将得
到质的飞跃和提升。

“我们期待熟悉的家园大变
化，期待下一代可以享受高品质
的生活配套和安全保障。”廖有娣
说。

华发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接
下来的工作中，华发会一如既往
以“愈完美，愈追求完美”的工匠
精神，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力求
将银坑村更新项目打造成为湾仔
片区最靓丽的风景，把银坑旧村
更新项目打造成珠海城市更新领
域的新标杆，争取早日完成幸福
新银坑的建设工作。

据悉，华发峰景湾是华发首
个更新项目，也是珠海首个回迁
房与商品房“统一质量管理、统一
交楼标准、统一物业管理”的项
目，华发以极高的社会责任感为
珠海旧改项目树立了新标杆。该
项目回迁房2017年 6月底如期
交楼，8月份经受住了强台风“天
鸽”的考验，过硬的产品质量赢得
了村民、村集体及政府部门的高
度赞誉。

在城市更新领域，华发城市
更新公司作为华发股份的全资子
公司，是珠海首家城市更新专业
公司。目前，华发城市更新项目
涵盖了旧村、旧城镇及旧工业等
项目类型，华发城市更新公司凭
借其专业的队伍、良好的信誉、优
质的服务以及母公司丰富的开发
经验、强大的运营能力、雄厚的资
金实力打造了多个城市更新项目
成功案例。

除银坑村外，由华发城市更
新公司负责推进的城市之心、北
山区域更新、广昌旧村更新、高新
区银坑新村更新、斗门鸡咀村更
新、湾仔海锋、海湾及华声片区城

市更新等项目皆取得了阶段性进
展。这些项目的陆续落地将让城
市焕发新生，为城市格局的提升
做出突出贡献。

同时，华发城市更新公司积
极布局珠三角区域更新市场，目
前，已在深圳、广州、中山等地设
立子公司。

香洲区：珠海新一轮城市
更新“领头羊”

当日，香洲区委常委谢义维表
示，旧村改造作为珠海“三旧”改造
工程的重要板块，银坑旧村改造的
顺利实施起到了试点项目应有的
示范作用，作为“领头羊”，更为我
市新一轮旧村改造工作积累了丰
富经验，起到指导示范意义。

“我们追求的是让银坑村的
老百姓生活更有品位，让银坑村
的优势资源更加充分利用和开
发，让银坑村的发展更具区域竞
争力，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打造百
年古村美丽家园。”

目前，香洲区除已开工建设
的海湾村、沥溪、福溪三个旧村，
步入改造正轨的银坑、洪湾两个
旧村外，还有多个旧村正在加速
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其中，上冲、东桥两个试点旧
村改造项目正抓紧时间加强政策
宣传，积极开展进村入户工作，加
速签约谈判工作。其余项目中已
有北山、广生、广昌、联安、高沙、关
闸、南溪、红东、里神前、水拥坑、东
坑、作物、翠微等13个旧村正开展
村（居）民房屋面积认定工作。

谢义维希望，银坑旧村改造
项目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能
够保质保量保工期尽早实现村民
回迁，把银坑建设成粤港澳大湾
区的标杆工程。

撰文：本报记者 张晓红
摄影：本报记者 曹雁行

红火热闹的签约现场，嘉宾奠基。

来宾及村民观看改造模型。

本报讯 记者张晓红报
道：又是一年高考时，记者昨
日从市城建集团获悉，为营造
良好的考试氛围，方便高考学
子赴考，在安全、准点、快捷、
舒适的出行服务前提下，有轨
电车将发出高考专列，为高考
学子保驾护航并提供免费乘
车服务。

6月7日、8日高考期间，
考生凭本人有效准考证即可免

费乘坐有轨电车，同时有轨电车
1号线将每日加开4列次高考专
列。专列电车开行计划如下：

上冲小镇往水拥坑（海天公
园）方向发车时间为7:02和13:
05，预计抵达珠海一中站时间分
别为7:08和13:11，预计到达水
拥坑（海天公园）站时间分别为
7:27和13:30。

水拥坑（海天公园）往上冲小
镇方向发车时间为7：40和13:

40，期间中大五院站（含）至梅
华中站（含）不停站通过，其余
各站正常开门载客，预计抵达
珠海一中站时间为 8:00 和
14:00。

此外，为给高考学生营造
良好的考试环境，在保障电车
安全、有序运行前提下，珠海
城建现代交通有限公司认真
组织，安排专人值守，加强巡
检、巡视及应急值班工作，保

障各设备正常运行，调整夜间
可能产生噪音的施工，并要求
高考期间电车在学校路段（珠
海一中）及密集居民区路段驾
驶时，非紧急情况下，禁止鸣
笛。

同时，提前发布相关公告、
张贴告示牌，做好宣传工作，加
强加开专列电车巡查员工作安
排，保障考生享受安全、准点、
快捷、舒适的免费乘车服务。

（上接01版）

市容整治覆盖城乡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城市环
境整治范围扩大，由重点区域、主
城区延伸到城乡、农村、工业园区
等。”斗门区城管执法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在垃圾清理、污水治理、
道路优化提升、交通综合管理、两
违整治、大气污染防治、绿化综合
提升等方面，实现城乡全覆盖，得
到进一步清理、规范、优化、提升。

推进“三化”建设“三城”，城市
有城市的美。大街小巷、人行道变
得干净整洁。环卫部门落实长效
保洁机制，实施16小时保洁制度，
用高压水枪冲洗地面污迹。落实

“门前三包”责任制。对不履行“门
前三包”的责任主体，依法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或处罚。

花木葳蕤，赏心悦目。井岸城
区、白蕉东片区、白藤街道、新青片
区，补植行道树6245棵乔木；白蕉
高速出入口、S272西部沿海高速桥
底、尖峰桥西完成繁花节点提升。

农村环境变了样。拆除村里
的畜禽养殖场，水更清天更蓝。
黄杨村、坭湾村、五福村等拆除
9178平方米养猪场；乾务镇拆除
黑臭河涌沿线畜禽养殖场35户，
清拆猪舍、鸡舍等，清拆面积约
14772平方米。

农村大除四害。白蕉镇购买

84台便携式牛皮癣清洗机，分发到
村居，着力提升农村环境卫生保洁
能力。并聘请专业消杀公司对城
中村进行全面消杀，购买灭蚊药剂、
灭鼠药物及喷雾消杀设备，派发到
村居，每周开展集中除四害消杀。

黑臭水体得到清理或改善。
五镇一街积极行动，清理村河道
水浮莲，整治淤积河道，对河岸进
行修缮，实现“水清岸绿景美”。

居民管理意识不断提高

“现在不能在店铺前乱摆
卖。”刘姨是斗门“严管路”之一井
湾路附近一家糖水店的老板，因
为自觉遵守“门前三包”规章制
度，上季度获评“文明商户”，获得
500元奖励。

5月初，井岸镇朝阳社区滨江
小区有几间商铺被用作大米仓
库，大货车经常出入卸载货物，造
成地面坑洼不平。经居委会上门
沟通，商铺业主集资22000元，对
210平方米的破损内巷道路进行
沥青铺设，解决了道路坑洼问题。

居民不断提高意识，积极参
与居住环境改善治理，通过居委
会牵头、集资方式，解决小区内部
自用设施维护问题，建设居民受
益、环境优美的和谐社区。

居民城市精细化管理意识的
提高，成为推进“三化”建设“三
城”的一大收获。

本报讯 记者胡钰衎 实习
生姚诗琪报道：5月 31日下午，
市文化体育旅游局在金湾区红
旗镇小林双林路以东的珠海市
新金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广场，
组织开展2018年全市印刷行业
安全生产、消防知识培训暨消防
演练活动，210多家印刷企业的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责任人共400
多人参加。

活动特别邀请了红旗消防中
队专家授课，宣讲安全生产、消防

基础知识，现场演示正确使用消
防器材的步骤和方法，组织各印
刷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责任人
现场使用灭火器材，提高企业负
责人的火灾处置能力和自我防护
能力。

珠海市新金业彩色印务有限
公司全体员工和红旗消防中队官
兵配合，模拟火灾现场，进行灭火
实战演练。下一步，全市印刷企
业将排查隐患，维护设备，维护珠
海印刷行业的“零事故”。

珠海市印刷行业组织消防知识培训及消防演练

210多家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
道：“这个节日，好高兴啊，我们
又有新礼物了。”新村小学的五
年级学生周强雄蹦跳着对驻村
干部说：“我计划将领到的100
块钱买一双运动鞋，剩余的钱
购买课外书。我很久没有这么
开心度过六一儿童节啦！”6月
1日，珠海广播电视台“和你在
一起”助学圆梦扶贫活动在珠
海特区报社对口帮扶的高州市
沙田镇沙田村举行，该村20名
建档立卡贫困小学生领到了学
具和慰问金。

当天，孩子们在珠海特区
报社驻村干部的带领下兴高彩
烈地来到沙田村委会，参加珠
海广播电视台“和你在一起”助
学圆梦扶贫活动。村“两委”干
部和驻村干部为每名小学生发
放一百元助学慰问金和书包、
资料等学习用品，并鼓励学生
们勤奋学习，自强不息，争取做

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好学生。

扶贫先扶志。再穷不能穷
孩子。珠海特区报社自2016
以来，对口帮扶省定贫困村沙田
村，成效显著。除建设一批产业
帮扶基地外，还在教育帮扶、助
学助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2017年，珠海特区报社投入5
万元自筹资金，开展助学帮扶，
为就读小学至大学本科的57名
贫困学生每人发放700元至
2000元不等的助学金。

此外，在驻高州工作组、
驻村干部共同努力下，珠海特
区报社为沙田村辖区内的沙
田一中、新村小学投入15万
元教育帮扶资金，先后建设了
学校健身广场，完成了教学危
楼前期清拆等，还为学校捐赠
了一批篮球、羽毛球等体育用
品及书籍，受到师生和村民们
的高度赞誉。

扶贫先扶志
为你助学圆梦

高州沙田村贫困学子领礼物过欢乐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