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万发焰火、700余台灯具、666架无
人机……5日晚上的珠海星火璀璨，流光绚
烂。激光、投影、无人机、焰火在香炉湾畔轮
番上阵，向人们展示了这座城市40年的峥嵘
岁月。据统计，此次表演吸引了市民游客逾
21万人次前往观看。“珠海特报”APP、“贝壳
珠海”APP、珠海新闻网、珠海网直播视频点
击量130万。当晚,珠海发布微信推文《此刻，
珠海的夜空，沸腾了！》、珠海特区报微信推文
《震撼！光影焰火秀！这是此刻珠海的夜空》
阅读量迅速突破10万+，24小时微信平台阅
读量达到65万，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也
广泛传播了当晚盛况。

一场光影焰火盛会让我们再次见证了这
座城市的“高颜值”。活动中，群众有组织地
在指定地点观看；活动后，摩肩接踵的人流依
次有序离场；第二天，依旧干净整洁的街道，
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高素质”……昨日，记
者采访了这场光影焰火秀的组织保障部门，
了解光影焰火盛会背后的故事。

自光影焰火秀消息公布，珠海
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一即将举行
的盛会。届时，活动必将吸引许多
群众前往观看。为确保特殊防护期
间活动安全有序进行，市公安局研
究制订了安全监管工作方案及突发
事件处置预案，由治安支队牵头现
场安保工作，多次组织香洲分局及
特警、科信、交警等警种部门及早介
入，实地勘查活动场地，部署活动各
项安保措施。

香洲公安分局结合辖区治安特
点和维稳工作形势，组织承办单位
认真研究评估现场安保风险隐患，
细化安保措施，落实岗位职责，在岛
上管控区、新月桥管控区、情侣中路
观众区等区域，安排警力采取定人
定岗和巡逻防控方式，织密活动现

场防控网。
此外，交警支队则提前进行交

通管控，在活动现场周边路口和停
车场安排警力组织、疏导车流，减
轻现场交通管制压力。科信支队
依托通信指挥车及时传送现场及
周边道路治安、交通视频图像信
息，全力保障现场安保通信和指挥
平台运作。特警支队安排充足应
急处置警力，佩带武器装备驻扎在
现场备勤，做好应急处置恐暴、突
发性事件准备。

据统计，活动期间，市公安局共
出动警力720多人次，承办单位投入
保安力量770人。各单位精心组织、
严密管控，确保了活动现场治安秩
序平稳、道路交通顺畅，现场未接报
警情，未发生治安案件。

出动警力720多人次

活动现场未发生治安案件

安全保障

作为光影焰火秀的重头戏，当
晚的焰火表演美轮美奂，而此次表
演所需的焰火事前存放在珠海唐家
码头，并于3月5日用船载运至香洲
港预定水域。烟花属于易燃易爆危
险品，烟花的运输容不得半点马
虎。为此，珠海海事局作为活动海
域管理组牵头单位，主动沟通、积极
协调，全面落实水上安全措施，以优
质的海事服务，全程保障了活动的
顺利进行。

活动开展前，珠海海事局对外
发布了《航行通告——庆祝珠海建
市40周年大型庆典活动水上交通管
制》，并召集辖区航运公司、游艇业
主、码头经营单位相关各方，明确展
演期间船舶离港、锚泊、值班等注意
事项。

活动当日，珠海海事局派出两
艘海事船艇，联合消防、渔政等部
门，从珠海唐家码头出发，护航载运

烟花船舶顺利抵达香洲港预定水
域。香洲港及附近水域也全面进
入管控状态，工作人员兵分多路，
通过“电子巡航”和现场进驻结合，
做好管控水域的水上交通组织和
应急救援工作。在船舶交通管理
系统开设专台，开展“电子巡航”，
实时监控提醒附近水域航经船
舶。现场还首次使用了水上搜救
机器人，配合管控水域的应急救援
任务。由于活动结束后投影船连
接海底电缆尚未完成收起，在场工
作人员继续坚守至23时 10分，待
海底电缆全部收齐，港池外商船方
可依次进港。

据统计，珠海海事局此次共派
出4艘海巡船艇，出动执法人员56
人次，清理、转移各类商船30艘次，
成功拦截擅闯进港船只11艘，指挥
服务高速客轮安全进出港12艘次，
持续有效管控活动水域14小时。

管控活动水域14小时

保障光影焰火秀水上安全

同样为水上安全保驾护航的还
有渔政部门。据了解，此次广东省
渔政总队珠海支队多举措做好渔船
转移及活动海域的安全管控，协助
做好海上烟花及灯光船定点及施工
作业，为整场活动安全提供坚实保
障。其间，共计转移香洲渔港内渔
船约820艘次。

此前，渔政部门还与活动导演
组，合理规划，有序布置做好渔船
转移计划安排。统计显示，光影焰
火秀活动筹备期间，渔政部门共派
出 中 国 渔 政 44178、中 国 渔 政
44179、中国渔政44180、中国渔政
44190、中国渔政44183五艘执法船
艇，雇请一艘大型拖船现场配合指
挥与执法。

3月3日9时，支队执法人员对

活动灯光投影船停靠区域内锚泊的
渔船进行转移管控执法，至中午12
时前全部转移完毕，并派出中国渔
政44183船在该区域内执法值守，
严禁无关船舶进入该水域。4日，执
法人员对因海面风力加大返港避风
的船舶进行再次转移，并加强对灯
光投影船停靠区的值守。5日 12
时，渔政部门将港内无关船舶全部
转移完毕。同时，渔政执法队员还
组织对港内10艘灯光投影船进行安
全检查，联合海事部门共同对香洲
港内锚泊的船舶进行全面转移管控
执法。其间，派出中国渔政44179
船护送烟花船安全抵达香洲港。

当天晚上，光影焰火秀活动结
束后，渔政部门又连夜组织约210艘
渔船，有秩序地返回渔港。

5艘执法船艇

成功转移渔船820艘次

作为一场声、光、电、影的
大秀，电力保障是此次光影焰
火秀顺利开展的前提。据介
绍，南方电网广东珠海供电局
重点对珠海大剧院、野狸岛、
新月桥路灯、沿河东路口至
东风路口之间的情侣路沿线
路灯等重要地点及沿河东
路、华海路、翠香路、乐园路、
朝阳路、先烈路、海燕路、东
风路、海滨北路、凤凰路沿线
一带加强设备巡视和电网运
行监控，保证表演期间电网
安全稳定。

针对活动布点广、用电设
施分散的特点，此次临时增设
了4个保供电的低压柜，敷设
了2.4公里的电缆，确保了各
点设施的用电需求。

为确保活动周边区域的
路灯、通信基站、商铺、居民的
正常用电，珠海供电局在日月
贝和情侣路的两个现场成立
了两个临时指挥部，派出3台
大型发电车、一台不间断的电
源车，对周边4个供电变电站
进行专人值守。“考虑到下雨
等天气的因素，我们最担心的
是观众的安全，如果一旦发生
漏电事故，可能影响一大群观
众。”珠海供电局安监部主任
李振聪称，活动之前，该局就
组织开展了公共场所涉电安
全应急演练，并委派300多人
次、70多车次对公共用户的
用电设施进行检查，指导用户
做好线路的维护和可靠的接
地保护措施。

现场3台大型发电车、敷设2.4公里电缆

保证表演期间用电安全稳定

设备保障

公共交通一直是大型
活动平稳有序进行的有力
保障。据了解，为确保5日
晚的交通出行，珠海公交临
时出动150台应急车辆，为
观众的出行提供了便利。

珠海公交集团智慧指
挥中心常务副主任余荣军
告诉记者，此次中心制订了
《建市40周年大型光影焰
火秀活动的公交服务保障
方案》。根据方案，要求各
巴士分公司除做好常规公
交的营运外，在活动地点人
群集中区，加密2路、8路常
规公交。同时，新开了“海
虹总站—北山（华发商都）”

“湾仔沙—金鼎”“香洲总站
—湾仔沙”3条公交临时专
线，服务时间从20时至23
时，集中运力全力保障活动

期间凤凰路、沿河路的公交
线路服务；储备应急运力应
对客流高峰。

“当晚的观众人数超出
了我们的预料。”余荣军告
诉记者。活动结束后，多
数观众利用私家车接回
家，由于车辆和观众的上
路时间集中，造成部分道
路堵塞，“从海虹总站发出
的应急车辆，在路上行驶
了两个半小时才到达香洲
百货站。”为此，公交集团
临时现场调度，在原70台
新增运力基础上，增加至
150台运力，并实行前后门
同时上车，免票乘车，调动
60名公交巡查员维持现场
上下车秩序，引导行人走
人行通道，提高通行效率和
安全水平。

150台应急公交

为观众提供免票乘车

出行保障

一列列满载市民的有
轨电车化身为“观秀”专列，
以最快的速度将市民送达
目的地。记者从城建集团
获悉，5日当晚，珠海有轨
电车开始出现大客流，为
此，城建集团在原计划开行
3列电车的基础上，再加开
3列电车，6列电车累计加
开16列次，每一列次均是
满载运行，共计运送近万人
次观秀。

由于交通管制，许多市
民选择骑自行车的方式出
行。城建公共自行车公司
则根据珠海大剧院周边实
际情况，安排多名巡检人员
在海天驿站、野狸岛、湾仔
沙等周边站点值守，并帮助
市民快速借还车。同时，5
日15时至24时，情侣中路
沿线交叉路段实施交通管
制，东风路、海燕路等多条
路段两侧禁止车辆停放，其
间有关路段的咪表泊位暂

停使用，禁止停车，这些措
施也有效缓解了珠海大剧
院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

城建集团还是此次活
动的场地提供方。海韵城、
珠海大剧院、野狸岛是此次
光影焰火秀的主阵地，聚
集了观秀的极大部分市
民。在确认场地阶段，城
建集团就协助制订并组织
落实了安全保障工作方
案，配合划定交通管制区
域，协助组织落实安保力
量，并将珠海大剧院、海韵
城、野狸岛商管列入了安
保方案队列当中。还专门
成立防火应急队伍，24小
时值班，提前两天检查野
狸岛消防设备是否完善和
正常使用情况，对海韵城
沿海周边的绿化区域进行
湿地处理并做好广场区域
的保洁工作，为协调活动
所需的各项物资及保障力
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有轨电车加开16列次

“观秀”专列运送近万人次

一场大型活动过后，人
流散去，总是免不了产生一
些白色垃圾，但活动结束后
的第二天早上，不少市民发
现情侣路路面依旧像往常一
样干净整洁。记者昨日采访
了珠海正方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梁超文。他
表示，当晚该公司将情侣路
沿线一带（香炉湾至海天驿
站）分成13个区域，每个区
域由1个小组负责保洁，共
有13个保洁工作小组，每个
小队有20名保洁员进行清
扫工作。

此外，在欣赏焰火最佳
位置的观众区域，集中力量
配置了 140 名保洁员为路
面清洁卫生。“另外，还配置
了1支由9人组成的应急小
组，随时待命，哪里需要他
们就去哪里支援。”据统计，
从香炉湾至海天驿站共配

置了389名工作人员，比平
时这一路段配置的工作人
员多出255人。

“晚上 8 时，第一场演
出开始时，我们的保洁员会
不时穿梭在观众中，通过垃
圾夹、垃圾纸袋、手套等方
式清理地面垃圾，演出结
束，趁观众散去，所有工作
人员全部出动将路面及垃
圾桶内垃圾清理干净，同时
安排12辆三轮清洁车及6
辆垃圾清运车进行垃圾清
理，务必在下一场表演前
完成”梁超文说，“我们的
保洁员 5 日早上 5 时就开
始工作了，当晚要一直忙
到6日凌晨2时，才最终结
束一天的保洁工作。这一
切都是为了确保第二天市
民们上班时，情侣路沿线一
带路面依旧干净整洁、环境
依旧美丽。”

140名保洁员

穿梭在观众中清理地面垃圾

路面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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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庆祝珠海建市40周年光影焰火秀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光影焰火秀现场人潮汹涌。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情侣路某小区楼顶，市民在观看无人机表演。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