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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获悉，香
洲区将继续按计划推
进学校建设，明年即
2019年计划建成香洲
区潮联学校、香洲区明
珠小学（暂定名）、珠海
市凤凰中学、香洲区健
民幼儿园。

6月21日，珠海潮
人海外联谊会（以下简
称“潮联会”）“捐建潮
联学校签约仪式”在香
洲区举行。潮联会捐
献7500万元建造一所
占地近2万平方米的
现代化学校，该校将被
命名为“潮联学校”。
项目计划今年8月开
工建设，预计明年8月
可交付使用。

潮联小学项目选
址位于人民西路北侧、
健民路东侧。用地面
积 15767.13 平方米，
设24个教学班，建筑
面积19966.36平方米
（含4000平方米的地下
交通分流中心）。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普通教
室、教学业务楼、多功
能综合楼、配电房、门
卫室、室外运动场、围
墙、校门及地下交通分
流中心。该学校性质
为公办学校，设六个年
级，24个教学班，可招
收小学生1080人。

对于未来学校、幼
儿园的建设规划，香洲
区教育局也已未雨绸
缪、早作谋划。据悉，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增加幼儿
园中小学学位和优质
教育资源供给的意见》
和《珠海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编制
工作方案》等文件要
求，按照区委区政府的
指示精神,区教育局己
选聘珠海市规划设计
院，为该区编制《香洲
区 2018－2035 年基
础教育设施专项规
划》，今年8月能完成
编制任务。

远景规划：

明年建设4所学校幼儿园

今秋5所中小学
和幼儿园建成招生

香洲区加快推进公办学校、幼儿园建设

采写：本报记者 马涛
摄影：本报记者 程霖

在上周刚刚结束的香洲区委九届九次
全会上，通过了《中共珠海市香洲区委关于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当好珠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主力军
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大基础教育
投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

近年来，香洲区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
发展的位置，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
加大教育投入，积极承担全市60%以上的
义务教育任务，着力提升教育质量，加快推
进学校建设，成功创建了“全国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区”“国家级社区教育试验
区”。全区教育系统回归教育初心、回应人
民关切，打造“香洲教育”品牌，全区教育事
业取得了新进展、呈现出新气象。

为解决越来越突出的学位紧张问题，
香洲区相关部门暑假期间一直在紧张有序
地加快推进学校、幼儿园建设。据介绍，包
括香洲区北山小学、格力学校、梅华中学、
梅华幼儿园、同乐幼儿园（原TOD小镇幼
儿园）等5所学校、幼儿园将于今年9月1
日如期投入使用，届时可增加逾5000个
学位。

记者近日从香洲区教育
局了解到，近年来，香洲区加
快推进公办学校（园）建设，
增加优质学位供给。今年9
月，香洲区共有3所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建成招生。其
中，包括中学 1所（珠海市
梅华中学）、小学2所（香洲
区格力学校、北山小学），计
划 新 增 学 位 4500 个 。
2015-2017年，香洲区共建
成中学1所（珠海市第十三
中学），小学2所（香洲区第
二十三小学、海湾小学），新
增学位3960个。同时香洲
区加大力度扶持和规范民

办教育发展，完善土地、资
金等扶持政策体系，推动民
办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
办学和教育质量，今年民
办小学计划招生 5547 人，
民办初中计划招生 2320
人。区教育局相关人士表
示，该区学位完全可以满
足全区适龄儿童少年的入
学需求，但是公办学校学
位仍紧张。“今年招生工作
形势严峻，公办学位压力
很大。”香洲区教育局招生
工作人员坦言。香洲区实
验学校余校长告诉记者，
今年秋季该校学区户籍生

远远超过了招生计划数。
据记者了解，其他公办小学
今年招生情况也是如此紧
张。

据统计，2018年香洲区
幼儿园大班毕业15239人，
公民办小学六年级毕业
13081人，这两个数据仅是
今年新生报名人数的最小基
数，就已远远超出公办学校
学位承受能力。今年适逢

“龙宝宝”入学高峰年，3月1
日起，我市又放宽了入户条
件，今年户籍生比去年增加
了1600多人，积分生学位相
应减少。

增加供给：

公民办学校学位可满足就读需求

9日早上8时许，记者来
到新香洲翠景路丽景名城小
区旁边的梅华中学（原市第
十四中学）。记者在现场看
到，梅华中学位于翠景路北、
丽景名城北侧，学校施工工
地目前仍被围蔽。从工地大
门口朝里望去，6栋共5层的
建筑已拔地而起，旁边操场
上裸露着一些泥土，一辆勾
机正在“轰鸣”作业中。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面
积21448.73㎡，办学规模为
36个班，建筑面积26000㎡
（含4000㎡的地下交通分流
中心）。2017年6月开工，计
划2018年9月交付使用。据
该校刘副校长介绍，学校三
个年级，共能提供1800个学

位，今年可招收初一年级600
个学生。目前，学校教学楼
已经建设完毕，教室内设备
已经到位，学校操场正在做
基础，正进行工程收尾工
作。“7月份，已经完成了珠海
户籍生的审核工作，8月份资
料审核工作还将继续。学校
距离市九中、市十中较近，市
十中的学位很紧张，该校建
成将大大缓解市十中的学位
紧张现状。”刘副校长说。

在距离梅华中学仅1.6
公里，骑行仅需8分钟的壮
华学校门口，还有一座新建
的梅华幼儿园矗立在此。
记者现场看到，新建成的梅
华幼儿园也被施工方用围
挡遮蔽，从外部可看到，梅

华幼儿园是一栋崭新的三
层楼宇，建筑正面被红、蓝、
绿、紫四种颜色粉刷一新，
显得非常地活泼可爱。在
幼儿园二层阳台上，几名工
人正拿着扫帚在清扫垃圾。

香洲区教育局提供的材
料显示，梅华幼儿园位于中珠
上城小区西侧、壮华学校东
侧，建筑面积5907平方米，建
设规模为12个教学班，项目
建成后可提供不低于360个
学位。2017年11月开工，计
划2018年9月交付使用。据
梅华幼儿园谭园长介绍，三层
楼的是幼儿园的教学楼，目
前，该项目已完成室内外装修
工作，正进行工程收尾工作和
设备进场安装。

记者探营：

新建学校进展顺利

记者近日从香洲区教育
局了解到，包括梅华中学、梅
华幼儿园在内，今年9月，香
洲区共有5所中小学和幼儿
园建成招生。包括中学1所
（梅华中学）、小学2所（格力
学校、北山小学）、幼儿园2所
（梅华幼儿园、同乐幼儿园）。

其中，香洲区北山小学
位于南湾大道东北侧，北三
路东南侧。项目占地面积
16182.83 ㎡, 总 建 筑 面 积
17100㎡（含地下交通分流
中心 4000㎡），办学规模为
24个教学班，计划可增加学
位1080个。2017年6月开
工，计划2018年9月交付使

用。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室
内外装修工作，正进行办理
分项验收手续和设备进场安
装。

香洲区格力学校位于香
洲区沿河路北侧、金石街西
侧。占地面积18628.45㎡，
总建筑面积约26000㎡（含
4000㎡地下交通分流中心），
办学规模为36个教学班，计
划可增加1620个学位。建
设内容主要包括普通教室、
功能室、教学业务楼、运动
场、配电房、门卫室、围墙、校
门、地下交通分流中心。
2017 年 10 月开工，计划
2018年 9月交付使用。目

前，该项目也已完成室内外
装修工作，正进行工程收尾
工作和设备进场安装。

香洲区同乐幼儿园位于
上冲TOD小镇内。占地面
积3900㎡，建设规模12个
班，建筑面积 3926.41㎡。
项目建成后可提供不低于
360个学位。目前，已由开
发商完成幼儿园工程建设，
正在进行工程收尾工作和设
备采购，完成后将移交香洲
区按公办幼儿园管理使用，
该园是香洲区第一所真正由
开发商建成后移交政府管理
的公办幼儿园。计划2018
年9月开园。

如期建成：

今秋5所学校幼儿园投入使用

教育是香洲最大
的民生。香洲区委、区
政府对教育工作一直
非常重视、高度关注，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解决学位问题，提出
要尽最大努力为广大
适龄儿童少年提供公
平 、公 正 的 入 学 机
会。然而，由于珠海
市香洲区主城区人口
增长、二孩政策、户籍
开放等原因，公办学
校学位紧张的情况越
来越突出，而现有教
育用地控规已基本建
设完成。为提供更多
的学位，香洲区多管
齐下，考虑将通过改扩
建学校、深挖已有学校
潜力等方式，尽最大努
力增加公办学位，为适
龄儿童少年提供更加
多的优质教育学位。

据了解，今年上半
年，该局加快推进了广
生小学、造贝学校、九
洲小学的扩建工程。
2019 年扩建交付使

用，将增加1620 个学
位。近期还正在对区
实验学校、香山学校、
香华学校等新香洲片
区小学的扩建工程做
前期准备工作。

同时，区教育局还
拓展教育资源供给途
径，落实在“三旧”改造
和商业土地开发中配
建公办幼儿园和学
校。目前，该局多次与
城市更新和拆迁办等
部门沟通，现有多处旧
村和“三旧”改造新增
综合教育用地布点。
如东大凯威配建1所
10个教学班的幼儿园
建设后移交政府使用；
丽珠厂房改造配建 1
所 18个教学班中学；
夏湾市场改造增加 1
所18个教学班的幼儿
园；银坑村改造增加1
所 9个教学班的幼儿
园；作物村改造增加1
所30个教学班的小学
和2所12个教学班的
幼儿园。

多措并举：

改扩建学校增加学位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渔业捕捞是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点领域之一。长期以来，渔业
非法捕捞整治一直是难点问题。休渔期非法捕
捞行为对渔业资源带来严重破坏。今年5月份
至今，香洲区海洋、渔政、公安、海警、属地镇街
等相关部门，联合开展了洲仔山、前山河等多次
执法行动，警渔联动，水陆合围，海上“亮剑”，重
拳打击海洋渔业领域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有力
震慑不法分子。

实行海陆空联合作战

5月15日、19日，执法人员连续开展两次洲
仔山岛海域联合执法行动。15日，执法人员开
展执法，违法捕捞人员驾船冲击渔政执法现场，
并打伤1名工人。行凶打人者桂某香被海上边
防派出所依法行政拘留。19日，执法人员再次
开展洲仔山岛海域联合执法行动，出动执法船
及工作艇7艘，工作人员35名，实行海陆空联合
作战，依法收缴并现场销毁非法捕捞网笼4260
米，清除施放网笼的浮标158个。

6月19日、29日，执法人员开展两次前山
河流域非法捕捞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共出动
40余人、2艘执法船，依法收缴木制渔船1艘，
扣押涉嫌“三无”船舶1艘，清理滩边罟1500
余米，渔笼200余米，蛇笼300余米，渔网60余
平方米，清理非法捕捞点7处，依法刑拘涉事人
员1名。

打击禁渔期非法捕捞

据介绍，休渔期间，违规非法捕捞渔船大
多抱团经营，抗拒执法，具有经营时间长、警
惕性高等特点，查处难度大。为破解执法难
题，香洲警方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专项联合
执法。

经过连续多日的蹲守摸排、综合研判，8月3
日凌晨5时许，香洲警方联合渔政、边防部门，在
香洲区情侣路海天驿站附近海域当场抓获非法
捕捞水产品的嫌疑人9人，现场查获小渔船9
条，缴获自制非法捕捞铁笼3000余个以及非法
捕获的虾蟹、鱼仔等水产品一批。目前，9名涉
嫌非法捕捞的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仍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目前正值休渔期尾声，也是非法捕捞的高
峰期，此次联合行动，极大地震慑了伏季休渔期
违法违规捕捞行为，更展示了香洲公安坚决捍
卫生态文明建设，对非法捕捞违法行为“零容
忍”的决心和信心。

香洲区开展渔业捕捞领域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海陆空联合“亮剑”
打击渔业违法行为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香洲艺术大课堂”
是香洲区文化体育旅游局、香洲区文化馆为广
大香洲市民量身定制的大型公益惠民文化活
动，自 2014 年启动以来，已邀请各类艺术家
举办了免费公益艺术培训、讲座等活动75场，
受到广泛赞誉，已经成为香洲区和珠海市的
一个文化品牌。记者昨日从香洲区文化馆采
访获悉，截至8月 8日，香洲区文化馆今年已
成功举办了15期“香洲艺术大课堂”活动，学
员报名情况非常火爆；下半年，香洲区文化馆
还将就市民喜爱的艺术形式再举办15期“香
洲艺术大课堂”活动，送上“文化大餐”以飨广大
市民。

据介绍，“香洲艺术大课堂”的举办场所
——香洲区市民艺术中心群星剧场启用以来，
为喜欢艺术的市民提供了更好的欣赏艺术的环
境。“珠海香洲”“活力香洲”等多个微信公众号
的宣传推送，使2018年上半年举办的15期“香
洲艺术大课堂”场场爆满，将香洲区文化馆免费
开放公益系列活动落到实处，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其中，第74期暑期少儿拉丁舞培训班
在群星剧场举行了汇报演出，看着孩子们有模
有样的表演，在场的家长们掌声不断、笑声不
停。又如，第75期少儿声乐培训班原定招收学
员50人，不到两天就已报满，为满足家长和孩子
们学习唱歌的热情和需求，后来不断追加名额，
最终，该班超过了70名学员，文化馆特地将培训
地点放在群星剧场；该培训班从8月6日-10
日，每天上午上课两小时，10日上午还将举办汇
报演出。

香洲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
馆还将就市民喜爱的艺术形式举办15期“香洲
艺术大课堂”，这其中包括：暑期少儿语言培训
班、经典诗歌朗诵会、珠海十六分音符合唱团
专场音乐会、常佳老师声乐公开课、郭豫文小
提琴中提琴室内乐欣赏讲座、音乐会欣赏知识
讲座、声乐艺术沙龙民族歌曲专场、艺帆合唱
团专场音乐会、张芳芳老师声乐公开课、珠海
爱乐轻音乐团专场音乐会、香洲区教师民乐团
专场音乐会等，为喜爱艺术的朋友们提供更多
的精神大餐。

有关活动内容请继续关注饭米粒网站、“珠
海香洲”微信、“香洲区文联”微信、“活力香洲”
微信等平台。

“香洲艺术大课堂”
系列活动持续举行
下半年还将举办

15期培训、讲座活动

梅华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