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琴发展迎来又一“智慧引擎”
麦吉尔大学傅国华建筑学院环球工作站落户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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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为学校、医院、社区公园等项目提出2000多条建设性意见

年轻“专家团队”谱写管理新篇章

“出道”两年 成绩惊人

香洲区政府投资项目评审
中心成立于2016年7月，中心
11名工程技术人员涵盖了6
个专业，其中9人具有中级以
上技术职称，2人具有高级技
术职称，整支团队的平均年龄
仅为32岁。他们除了要负责
区政府投资项目的评估论证、
概算审查、节能评估审查及项
目投资的数据库、投资政策的
研究，还要负责指导全区政府
投资项目前期评审和整个建设
过程的监督工作。

评审中心成立之初，他们
曾遭受来自各方的压力，提出
的许多项目都不被看好，甚至
部分行动被认为是浪费时间，
但他们始终坚信磨刀不误砍柴
工这个道理，顶住压力，把项目
做实做好。

短短两年内，他们共完成
评审项目建议书18项，可行
性研究报告 138项。评审项
目涵盖12个新建学校、23个
学校改造项目、2个医院建设
项目、5个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项目、3个批次的社区公园建
设项目、9个片区的老旧社区
改造项目等民生工程，组织
专家评审会20场，为香洲区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提出2000
余条建设性意见建议，大大
提升了项目决策的科学化水

平。
他们累计完成概算审查项

目129个，项目总投资20.95亿
元，核减投资1.43亿元，平均核
减率 6.29%，核减率比成立前
2015年2%的平均核减率高出4
个百分点，有效节约了政府财政
资金，使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
刃上。

他们还累计开展了4个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评审，项
目年综合能耗消费总量9733.31
吨标准煤（当量值），涉及投资总
额约130亿元。

业务过硬 作风过硬

如此年轻的团队能如此快速
取得成绩，得益于香洲区发改局
和评审中心一向着力解放思想，
转变工作作风，创新工作方式，主
动加强服务，进一步优化审批流
程，扎实推进项目立项审批“绿色
通道”，大力推行重点项目“容
缺-承诺”审批制，有效提升工作
效率。

为了主动为重大民生项目
加强服务，他们将服务端口不断
前移，不仅经常到现场服务项目
建设，更是经常到镇街开展背街
小巷整治工程、养老服务中心项
目、限额以下建设工程施工和服
务单位备选库使用管理等专题
辅导。

他们统一规范了工程项目立
项文件的成果报送标准，通过对

项目建设前期工作的规范管
理，有效促进了项目快速落地
建设。他们还大胆尝试新办
法，在原有重点、紧急项目立项
审批“绿色通道”的基础上，推
行“容缺-承诺”审批，大大提
升了审批效率。

他们心系民生，履职为
民，求真务实，作风严谨。为
了让批出去的学校项目远离

“毒跑道”的风险，改变香洲区
学校建设中所选跑道材料标
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的局
面。

他们敢于直面困难，勇挑
重担，在环保材料的选用上狠
下功夫，组队先后到广州、东
莞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在掌
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的基础
上，他们撰写出《关于运动场
地跑道面层材料的考察报
告》，为香洲区学校运动场地
跑道面层材料的使用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使广大师生用着
安心、广大家长看着放心，为
运动场地跑道建设质量提供
有力的技术保障。

担当奉献 奋力争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
奉献，奋力争先。香洲区政府
投资项目评审中心虽说是一个
成立时间不到两年的年轻单
位，但职责却重大；平均年龄不
到32岁的团队工作人员也很

年轻，但工作水平却不“年轻”。
在这个孕育人才的平台，

他们不断成长，专业水平受到
上级部门和业界专家们的充分
肯定，被喻为年轻的“专家团
队”。同时，他们还是一个政治
觉悟高的团队，他们积极向党
组织靠拢，目前有4名共产党
员，1名入党积极分子，1人已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他们更是一个充满奉献精
神的团队。有的同事父亲病
重，被安排进 ICU病房，待父
亲的病情稍稍稳定后，因所负
责的项目需要，又立刻赶回工
作岗位；有的同事刚刚结婚，还
没有来得及与新婚妻子共度蜜
月假期，就在办公室加班加点
审项目；有的同事孩子发高烧，
刚送到医院进行输液，马上又
回到中心参与讨论重大技术问
题，为行政审批提供技术支
持……“5+2、白加黑”加班加
点评审项目是常态，虽然他们
家里都上有古稀老人，下有垂
髫小儿，但当评审项目与个人、
家庭事务“撞车”时，都能较好
地协调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
系。

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专业
团队，满怀创业的激情、开拓的
冲劲、进取的锐气，挥洒青春的
汗水，服务项目，服务建设，书
写着香洲区项目管理的新篇
章。

在香洲，有这样一
个神奇的团队：成团两
年，平均年龄不到 32
岁，却已是公认的“专
家团队”。他们作风严
谨、心系民生，两年来
已为学校、医院、社区
公园、养老服务中心等
项目建设提出2000多
条意见建议。他们就
是香洲区发展和改革
局下属的香洲区政府
投资项目评审中心。
这支作风过硬、业务过
硬的年轻队伍，短短两
年时间便书写了香洲
区项目管理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 宋雪梅
见习记者 龚文海
实习生 陈宏 余丽芳

年轻的“专家团队”到工地了解情况。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讯 记者高松 戴丹梅报
道：横琴发展再次迎来强大智慧引
擎。记者从横琴新区获悉，日前，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傅国华建筑学
院环球工作站正式落户横琴新
区。工作站设于横琴总部大厦25
楼，未来将开展相关建筑设计工
作，为横琴新区建筑规划与设计提
供强大的智力引擎。

在5日的揭牌仪式上，麦吉
尔大学傅国华建筑学院教授傅国
华表示，环球工作站经过了两年
筹备，“本次正式落户，希望以横
琴新区为平台，加强国内国际交
流，将更多建筑专业人才引进横
琴，为这片沃土打造出更多标杆
性的建筑。”

麦吉尔大学始建于1821年，
坐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是一所
蜚声全球的世界顶尖学府。据
悉，本次工作站落户也是横琴新
区与麦吉尔大学战略合作的落地
行动之一。今年3月，横琴新区
管委会、麦吉尔大学和珠海大横
琴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
三方《战略合作协议》。依据协
议，麦吉尔大学将推动一批科技
项目落户横琴，并以天沐琴台(在
建)为平台，引进一批生物医学、
建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
领域项目。

作为横琴新区在建的地标
性建筑，天沐琴台的设计方案便
有傅国华教授团队的参与。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去年的强台风‘天鸽’打折了不少
果树，但也催生了不少新枝。今年
台创园的水果普遍获得好收成。
各种岭南佳果丰产增收，品质优
良，令人垂涎三尺。”珠海台创园永
呈园负责人夏国建表示，从目前至
深秋，珠海台创园千亩果园将进入
一个较长的采摘期。各个季节都
有主打品种供应市场。市民、游客
可入园游玩，采摘，分享生态农业
发展的丰硕成果。

据了解，永呈园艺有限公司
千亩水果种植基地是台创园生态
种植良好样板，承担岭南佳果试
验、示范种植及其科研任务。近
年来，公司不断从台湾引进水果
新品种，先后试验性种植数十种
台湾名优果品并取得成功。其中
20多个台湾水果品种获得推广
种植，市场供不应求。

“莲雾和台湾的黄金芒是全珠
海品质最好的，品质甚至不亚于台
湾原产地出品。今年莲雾、芒果收

成格外好。”记者11日在永呈园艺
种植基地见到，当季的台湾莲雾长
势喜人，果实挂满枝头，一派丰收
景象。夏国建高兴地告诉记者，台
创园有珠海最大规模的莲雾种植
基地，品种也最为齐全。今年的莲
雾取得好收成，品质也特别好。其
中黑金刚、黑珍珠等品种较往年有
较大程度增产。

夏国建介绍，永呈公司近年
来加大力度推进优质水果科学种
植，不断扩大种植规模，丰富优质
品种并取得可喜成绩。基地根据
市场不同需求，有计划地组织生
产，做到季季有果品供应市场。
目前，岭南佳果荔枝、芒果、柠檬
等都已成熟。十天半月内，火龙
果、黄皮、芭乐、甜玉米、木瓜等也
将陆续成熟上市。

至此，台创园千亩果园正式进
入采摘期，欢迎市民入场采摘体
验。预计端午前后，台创园将迎来
采摘高峰。随着暑假的到来，将形
成另一波乡村游农耕体验高潮。

珠海台创园千亩果园进入采摘期

台湾莲雾取得好收成

本报讯 记者胡钰衎 实习生
官雨薇报道：为庆祝第十一个国
际档案日，11日下午，市档案局
（馆）结合自身红色档案教育资源
优势，举办“档案进校园”活动，到
香山学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
香山学校约300名学生参与了活
动。市档案局（馆）向香山学校捐
赠图书百余本。

记者看到，在香山学校二楼
的文化长廊上，《红星照耀中
国》党建主题展览进了校园，展
示了斯诺等13位外国记者对中
国革命事业的忠实记录。学生

们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认真观
看一幅幅图片和一件件珍贵档
案。

市档案局（馆）同时还举办了
家庭建档知识、寄存青春梦想等
档案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市档
案局（馆）长周晓文向学生讲解如
何建立家庭档案，并为学生们分
发了家庭档案盒以及档案科普漫
画《小红的兰台奇遇记》。寄存青
春梦想活动中，香山小学六年级
的学生们写下自己的梦想，封在
信封里，市档案局（馆）将为他们
保存到长大成人。

写下梦想封存在档案馆里
市档案局（馆）举办“档案进校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