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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
“情侣路”
有望航展前
“迎客”
现已完工 60%，
将建成近 300 米长观海廊桥
延伸到海平面上的观海廊
桥、体现“海绵城市”元素的雨水
花园、彰显现代科技感的智能灯
具……在今年航展到来之前，这
些结合了生态、科技、观光等的
现代设计理念，都将在机场东路
——这个城市“大阳台”与市民
见面。
去年 12 月份，金湾区启动
了机场东路美化绿化提升工程
项目建设工作。总设计长度为
6.4 公里的在建路段，从机场东
路东侧海堤一号闸（祥祺明月
湾）蜿蜒至三号闸岸线，由北至
南将依次打造成滨海乐活区、运
动活力区、生态休闲区。目前，
该在建路段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60% ，预 计 今 年 航 展 前 可 完
工。届时，该项目除了可以满足
初次到访金湾游客的旅游需求
外，还将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全
方位的休闲场地。

美丽金湾 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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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召开区委常委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乔宇 罗汉章
通讯员吴立平报道：
近日，
金湾区
召开区委四届第 56 次常委（扩
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广东
省文明委 2018 年第一次全体（扩
大）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
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站
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
局，高度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科技事业的历史性变革与成
就，深刻分析我国科技发展面临
的形势和任务，就推进我国新时
代科技创新作出重要战略部署，
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
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学习领会，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对科技事业的决策部署上
来。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省文明委
2018 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精神及市委书记郭永航在市委常
委会上关于文明建设的讲话精
神。会议强调，全区要结合区委
关于推动
“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
变、效率大提升”的决定，从政治
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性，完善行之有效的常
态化管理机制。要以市容市貌网
格化管理为突破口，广泛开展城
市“硬化”
“ 净化”
“ 绿化”
“ 美化”
“亮化”
工程，
“七乱一占”
整治、蓝
天碧水保卫、老旧小区改造、农贸
市场升级等一批惠民工程，切实
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金湾举办合唱展演活动

全区 13 支合唱队登台献艺
机场东路美化绿化提升全面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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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对标上海“外滩”
打造新城市名片
伴随着西部生态新
城发展迈入上升通道，
机场东路承载着西部生
态新城公共空间品质提
升、生态环境优化和文
化功能集聚等诸多需
求。然而机场东路目前
面临着道路景观、慢行
系统缺失的掣肘，道路
照明也无法满足现今节
能、环保等需求。为擦
亮珠海市金湾区滨海城
市形象这一“名片”，同
时也为了满足市民对高
品位滨海体闲生活的需
求，金湾区于去年 12 月
份启动了机场东路美化
绿化提升工程项目建设
工作。
金湾区相关负责人
士介绍，该项目对标上
海外滩、深圳湾，
将打造
金湾区新城市名片形
象，建造金湾区的
“情侣

路”。为了更好地提升机
场东路的景观效果，金湾
区在全球公开招标设计方
案。去年 5 月份，英国普
玛建筑设计事务所成为该
项目概念方案深化设计中
标单位，该单位曾参与完
成莫斯科中心公园、苏州
生态城湿地公园二期景观
等设计工作。
此前，
该项目概念方案
设计单位结合金湾的规划
定位、场地现状等，因地制
宜完成该项目的设计工
作。全长6.4公里的在建路
段将分成滨海乐活区、
运动
活力区、
生态休闲区三个区
域。设计单位相关人士介
绍，
方案设计策略将通过结
合周边城市用地性质，
营造
多样休闲活动空间。同时，
还基于低影响开发设计策
略，
打造水绿共融的城市滨
水开放空间。

功能：

兼具市民运动
与生态系统需求
欣赏着绵延不绝的
海景，约上友人一起散
步或慢跑，累了可以还
吹着海风欣赏户外表演
……在不久的将来，这
些设想都能在机场东路
一一实现。金湾区相关
负责人士介绍，该项目
以滨水景观步道和景观
自行车道等主要观赏步
道，构建了纵横交错的
慢行系统。该慢行系统
将项目内主要景观节点
串联起来，形成连贯的
滨水空间，并配套人性
化服务设施，吸引人们
沿岸散步、骑行或慢跑，
为滨水带注入人气与活
力。
为突出地区的历
史、文化和精神意义，该
项目将沿滨水地带，按
照合适的距离和节奏设
计景观节点，建立视觉
性景观标示。珠海航空

产业园建设局相关负责人
士介绍，综合城市精细化
品质提升工作要求，他们
已经设计了一系列含有
“鹤舞”
“航空”
等元素的图
案，计划喷涂在该项目地
面的井盖上，彰显金湾本
土特色。
在考虑到人需求的
同时，该项目还格外注重
当地生态系统的需求。
珠海航空产业园建设局
相关负责人士介绍，该项
目将形成金湾区区域南
北向骨架生态廊道，增强
近海域、金湾区及珠海西
部内陆城区南北向联系，
满足三者之间的水体、物
质流动及动物迁徙的需
求。具有雨水收集和利
用功能的“雨水花园”、具
有透水功能的路面等一
系列体现“ 海绵城市 ”功
能的设计，将被运用到整
个项目之中。

施工中的机场
东路美化绿化提升
工程项目。

绿化景观工程样板段。

亮点：

观海廊桥
最远端离岸 40 米
基于该项目不同的功能分
区，各分区在景观、建筑的设置
也各有特色。滨海乐活区作为
机场东路与珠海市腹地连接的
起点，该区段现状场地局部纵
深较大，有利于户外集散公共
空间的营造。在运动活力区，
通过保留自然形成的沙滩，以
为人们提供一个亲水游玩的好
去处，
凸显场地的海岸风情。
“生态休闲区的路段较为
平直、窄小，我们在这里设计了
延伸到海平面上的观海廊桥”
。
设计单位相关负责人生表示，
该
廊桥全长近300米，
桥面宽度在
8到15米之间渐变，
廊桥最外围
与海堤相距 40 米，将为市民创
造独特的观海体验。值得一得
的是，
在设计之时，该廊桥通过
利用现场高低差，
将游客由北往
南带回岸上的服务建筑屋顶平
台，
结合建筑设置的观海小剧场
为游人提供了休憩和观海的聚

集场所。
“照明系统也将成为该
项目的一个亮点。
”
珠海航空
产业园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士
介绍，该项目将遵循生态优
先，文化先导，规划引导，科
技创新的原则，针对不同区
域主题，进行公园主题化照
明设计。该人士介绍，该项
目将通过智能灯具，搭配不
同功能模组，实现人与灯的
互动，未来有望将市民的手
机 等 连 入 灯 具 的 WIFI 系
统 ，通 过 开 启 配 套 APP，实
现定位、运动数据同步等功
能，为市民提供一个人性化、
舒适的城市公共平台。
同时，考虑机场东路车
流量大，该项目计划建造两
座人行天桥，为市民提供便
利。此外，该项目还在全线
规划了 4 处停车场，预计将
提供 150 多个车位。

进度：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60%
据悉，该项目设计范围从
机场东路东侧海堤一号闸（祥
祺明月湾）到三号闸岸线，总设
计长度 6.4 公里。工程建设内
容主要为市政工程、景观工程
和景观构筑物工程。具体项目
主要包括生态湿地花园、生态
休闲沙滩、市民休闲广场、北区
服务中心、北区海景剧场、观海
廊桥、湿地文化展览中心等大
型公共休闲观景场所。
记 者 本 月 11 日 下 午 走 访
该项目施工路段看到，多台施
工车辆和多名施工人员正在为
北区服务中心进行混凝土浇筑
作业。高度从 7 米、9 米、11 米
依次渐变的北区服务中心已初
具雏形，该服务中心建成后将
提供问询等综合服务功能。在

今年 4 月中旬完工的绿化景
观 工 程 样 板 段 处 ，长 度 为
225 米的样板段分别设置了
一条人行道和一条自行车
道，具有较强抗风性能的棕
榈科植株已在样板段两侧种
下，样板段中间的红、黄花圃
错落有致。
“目前我们已完成总工
程量的 60%。”该项目承建
单位——珠海航空城集团相
关负责人士介绍，他们已将
沿路的空中线缆，统一归入
到地下缆线管沟，
“这是所有
施工项目中最难的施工难
点”
。接下来，
他们将加紧工
期，全面开展绿化景观工程
作业，
“ 该项目预计在 2018
年航展前完工”
。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女子合唱团。
本报讯 记者乔宇 罗汉章报
道：9 日晚，由金湾区委宣传部等
部门主办的“我心向党·西部放
歌”
合唱展演活动，
在金海岸文化
艺术中心举行，吸引了来自辖区
各企事业机关单位、各中小学等
共 13 支合唱队伍参加。
据悉，本次活动于四月初开
始筹备，为达到更好更高的演唱
水准，金湾区文化馆（图书馆）多
次邀请市内合唱领域的专家，开
展了 3 次合唱专题培训。当晚的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展演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区企事
业机关单位和各中小学、高校共
13 支合唱队伍，参与演职人员超
过 600 人次。13 支代表不同年
龄层的合唱团，用深情诚挚的歌
声向党和祖国表达热爱之情，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士表
示，近一年来，金湾区在理论宣
讲、文体活动等方面与区内高校
不断开展紧密合作，与高校共建
共享文化资源。

三灶举办系列活动

关注流动人口青少年身心健康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
组织
系列活动，关注青少年，
特别是流
动人口青少年的身心健康——9
日，三灶镇举办以流动青少年健
康促进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为辖
区流动青少年送上关爱。
9 日上午，近 60 名青少年及
家长齐聚在三灶亲青家园，听杨
佳博士带来的“流动青少年健康
促进”心理健康讲座。杨博士从
“挫折教育、情绪管理、青春期心
理预防”
等方面展开，讲授一些心
理压力应对的技巧，帮助改变青
少年不恰当的认知与应对方式，
提升自信心，增强对城市生活认
同及接纳。讲座中，杨博士还结
合了防溺水、防性侵等热点问题
进行安全教育，介绍了自我保护

方法，增强了孩子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
当天下午，三灶镇又组织了
一场企业健康之旅。近 70 名青
少年及家长到汤臣倍健体验“透
明工厂”
，青少年先后参观了原料
展厅、生产车间。感叹先进技术
之余，讲解员还为青少年介绍了
青春期营养和保健知识，如何满
足不同成长阶段以及生长发育的
需要，
配备合理的饮食营养，
通过
科学管理营养摄入和适量运动等
问题。
主办方表示，寄望通过此系
列活动教育广大青少年特别是流
动人口青少年关注自身健康，增
强自我保护能力，提高青少年健
康水平。

八一社区开展亲子体验活动

“粽情端午 爸气来袭”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
在端
午节与父亲节来临之际，在金湾
团委指导下，八一社区 10 日展开
了一场“粽情端午，爸气来袭”包
粽子亲子体验活动，增进辖区居
民亲子关系。
6 月 10 日 上 午 ，八 一 社 区
“家家农场”异常热闹，辖区 100
多位居民和 80 多名青少年儿童
齐聚于此。在现场，社工们首先
为居民讲解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
的由来及历史意义，让青少儿进
一步的了解了端午节的由来，及

吃粽子划龙舟的历史意义。接
着，
在志愿者的带领下，
居民们分
工合作，亲子一起学习包粽子。
虽然动作比较生疏，但和父亲一
起参加活动，
小朋友们非常开心，
他们一边配合爸爸包粽子，一边
还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纷纷动
手制作别具风格的粽子，体会亲
子时光的乐趣。
经过一个小时的忙碌过后，
十几种不同口味 400 多个粽子呈
现在大家面前。粽子煮熟后，居
民们享受着自己的
“劳动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