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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小贴士

美丽金湾 幸福家园金湾新闻

金湾区加强垃圾分类设备投放工作

实现垃圾分类设备全覆盖

常年往返于十字门和金
湾的市民杨先生，对洪鹤大
桥的开通印象深刻。他印象
中，导航地图中，通畅时道路
显示为绿色，拥堵时道路显
示为红色。而在洪鹤大桥开
通后，他则首次在往返金湾
和香洲的道路上，见到了“深
绿色”。这就意味着经洪鹤
大桥往返香洲和金湾两地变
得极为通畅。而他的通勤时
间，也从从前的40分钟变成
了20分钟。

据悉，洪鹤大桥是珠海
“十三五”交通大会战的重点
项目，起点位于珠海市香洲
区南屏镇洪湾枢纽互通，终

点与江珠高速延长线及鹤港
高速相交，设鹤洲南互通，全
长9.654公里，桥面为双向六
车道，设计速度为100公里/
小时。开通以后，洪鹤大桥已
经成为金湾到香洲、横琴重要
的通勤道路。而除此之外，鹤
港高速、香海大桥、金海大桥、
珠机城轨二期等重点项目目
前均在加快推进建设，其中
鹤港高速预计2022年完工；
珠机城轨二期、金海大桥预
计2023年完工；香海大桥预
计2024年完工。

“随着省市等重大交通建
设项目不断引入金湾区，金湾
区交通区位优势愈发凸显。”

金湾区交通局局长李奕介绍，
今后，金湾不但可以实现半小
时与横琴及城市新中心的直
连直通，也可依托港珠澳大
桥，半小时内联通澳门、1小
时直达香港。同时，以上项
目也将进一步提高金湾机场
与横琴、香洲、拱北、高新等
东部重要组团的联通效率，
更能依托区域完善的干线公
路和城际轨道网络提升金湾
与周边中山、江门、广州、深
圳等湾区城市的互联互通。
金湾区将逐步提升为支撑珠
海区域地位的交通门户高地，
并将交通优势转变为区位优
势、民生优势、产业优势。

重大项目带动 区位优势凸显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12月
18日上午，金湾区召开专题工作
会议，研究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情况。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
金湾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已实
现了公共机构、住宅小区、农村生
活垃圾设施设备全覆盖，分类成
效明显提升。

据了解，目前，金湾区已实现公
共机构、住宅小区、农村垃圾分类设
施全覆盖，全区156个公共机构、
126个住宅小区、9个行政村已按标
准配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基
本建成垃圾分类示范片区，高标准
打造西城社区、金海岸社区、广安社
区等9个垃圾分类示范点，配备督
导员87人，做到设施设备全覆盖、
入户宣传率100%。打造了垃圾分
类全链条体系，规范了厨余垃圾清
运流程、收运车辆作业以及有害垃

圾存储点的建设。
目前，金湾辖区两个厨余垃圾

驳运点正有序建设中，预计2021年
1月底投入使用。全区垃圾分类宣
传氛围逐渐浓厚，2020年全区共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和教育活动467
场，宣传范围覆盖住宅小区、村居、
公共机构、高校、中小学、民营企业
等，并通过垃圾分类在线课程、垃圾
分类网上有奖问答活动等方式进行
宣传，垃圾分类成效明显提升。

根据计划，接下来，金湾区将提
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
命感，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采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投入力度，
不断完善垃圾分类设施设备。同
时，金湾区还将加强宣传动员，将

“要我分类”变为“我要分类”，在全
社会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进一步增强垃圾分类工作实效。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甘丰恺报
道：12月19日，“农行杯”师兄师姐
说专业公益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暨
2020年新高考政策下学生职业生
涯教育圆桌论坛在吉林大学珠海学
院顺利举行。活动吸引了全国著名
高校、广东省所属市县多个教育主
管部门和高中学校300多位专家、
教师和学生参会。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广东省教
育基金会、广东省互联网+教育大
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主办，吉林
大学珠海学院承办，旨在通过公益
微电影大赛、教育圆桌论坛等活动，
凝聚各方智慧，解读政策内容，提炼
专业意见，助力广大高中学子把握
新高考政策变化，以保障专业志愿
填报工作高效、精准完成。

活动伊始，“农行杯”师兄师姐
说专业公益微视频大赛中的130余
支获奖队伍代表依次上台领奖。据
了解，该大赛自2019年开始策划举

办，其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等“双一流”名校500多支参赛
队伍，数千名大学师生及职场人士
通过公益短视频的形式，用亲身经
历将所学专业和职业发展信息呈现
给高中学子，助力做好志愿填报和
专业选择。

在随后的教育圆桌论坛上，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委员、副
院长应朝帅，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处副处长游伟
林等多位招考领域专业人士，依
次进行了主题分享，多角度、全
方位讲述了高考形势的变化，并
对新高考政策改革、学生职业生
涯等问题，向在场师生进行答疑
解惑。

活动现场，广东省互联网+教
育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开
发、建立的 CUSN 大学专业导航
网同步上线，正式开始为广大高
中学子提供免费志愿导航服务。

探讨高考新政 共商学生前程
2020年新高考政策下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圆桌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12月
20日下午，共青团金湾区委、金湾
区文明办在吉林大学珠海学院音乐
厅共同举办“砥砺奋进四十年·青春
建功新时代”金湾区第十三届大学
生双语演讲比赛，来自金湾辖区5
所高校的300多名师生现场观看比
赛。

参赛的10名选手分别从全区
各校区初赛中脱颖而出，决赛共分
双语演讲、才艺表演和最佳人气奖
投票三个环节。在中英文演讲环
节，选手们紧扣主题激情演讲，或慷
慨激昂，或厚重平实。来自珠海艺
术职业学院的3号选手陈美琪慷慨
陈词，发出内心“只争朝夕，不负韶
华，让我们一同肩负起时代的重任，
向下一个40年出发！”的呐喊，她以
独特的演讲风格、细致的见解感悟，

赢得评委老师们的赞赏。在才艺表
演环节，选手们以动人的歌声、优美
的舞姿、声情并茂的影视配音及铿
锵有力的朗诵等舞台表演形式，展
现出青年大学生朝气蓬勃、奋发向
上的精神风貌，并将现场气氛一次
次推向高潮。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角逐，来自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的陈美琪和吉林
大学珠海学院的王镶洁获得比赛的
冠军。据了解，金湾区大学生双语
演讲比赛自2007年启动以来，至今
已举办了13届。作为一个面向辖
区高校大学生的品牌活动，比赛旨
在引导大学生勇担新时代使命，以
新的奋斗姿态为打造活力品质幸福
新金湾汇聚青春力量，为推动珠海
经济特区“二次创业”加快发展注入
青春动能。

金湾区举办大学生双语演讲比赛

10名选手竞逐双语冠军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甘丰恺
报道：为加强安全工作，保障入场
民众安全，12月22日上午，三灶镇
文化服务中心在市民艺术中心开
展了应急疏散演练及应急知识培
训活动。活动邀请了金湾区蓝天
救援队走进三灶市民艺术中心，为
三灶镇文化服务中心全员开展了
一场应急疏散演练。

记者在现场看到，当“突发事
件”发生，参与演练的学员在疏散人
员的指挥下，用衣物捂住口鼻，按照
疏散路线，有秩序、有组织撤离到指
定地点，圆满完成演练活动。

应急疏散演练后，金湾区蓝天
救援队宣教组组长孙宏宁给三灶
镇文化服务中心全体员工上了一
堂应急培训课。其间，老师认真细
致地讲解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正确

措施，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
心肺复苏的操作步骤以及AED除
颤原理。

随后，孙教官运用心肺复苏模
拟道具，向大家详细讲解、现场演示
心肺复苏操作的全过程，讲解抢救
心脏骤停的“黄金时间”，并对急救
姿势、手法及相关要求进行了现场
指导。在老师的指导下，学员亲自
参与演练，依次练习心肺复苏操作，
进一步规范学习了急救流程。

据三灶镇文化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本次应急疏散演练和安
全培训课程，旨在增强学员对突发
性事件处置的综合能力，提高紧急
救援反应速度和协调水平。“为此，
本次活动关注重点学习理论知识与
实际操作，为市民应急安全保驾护
航。”该负责人表示。

三灶镇文化服务中心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为市民应急安全保驾护航

最近，对于往返金湾与香洲、横琴的市民而言，洪鹤
大桥的开通，成为众人的兴奋点。2020年12月15日，历
经4年建设的洪鹤大桥正式通车，成为联通珠海市东西部
城区的又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少市民发现，从华发商
都到金湾航空新城，用时仅需要不到20分钟，大大改善
了珠海大道交通拥堵的“窘境”。

实际上，洪鹤大桥的意义并非市内通勤这么简单。
随着包括洪鹤大桥等一系列交通重大项目的推进，金湾
的区位优势愈发凸显,不但可以实现半小时与横琴及城市
新中心的直连直通，也可依托港珠澳大桥，半小时内联通
澳门、1小时直达香港。

“我们将依托重大交通项目的建设，抢抓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据介绍，如今的金湾区正在以
只争朝夕的姿态，围绕交通强区发展目标，大力推动金湾
区交通规划与建设，并已初步构建起“一心两核三铁四横
四纵”的交通规划建设格局。

采写：本报记者 赵岩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自12月15日洪鹤大桥正式通车以来，在减轻交
通压力的同时也为大家节省了出行时间，人们出行
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随着洪鹤大桥车流的增多，
作为西区往香洲方向的出入口之一——金湾路与鹤
港高速会合处的交通压力急剧上升。

这几天，金湾路出入口在早晚高峰出现了拥
堵。据交通、交警等部门调查，金湾、斗门和高栏港
方向来的车流都选择在金湾路出入口上洪鹤大桥，
这是拥堵的原因之一。

金湾东出入口：许多司机朋友还不知道，斗门和
高栏港方向的车辆可以从珠海大道鹤洲北出入口上
洪鹤大桥，在鹤洲北出入口不仅不用等红绿灯，而且
车辆还少。那要怎么上桥呢？

鹤洲北出入口在珠海大道和江珠高速的交会
口。以西区往横琴方向为例，斗门、高栏港方向的
司机朋友可以这么走：金湾互通立交-泥湾门大
桥-珠海大道-江珠高速入口-鹤洲北-鹤港高速-
洪鹤大桥-珠三角环线高速-南琴路-环岛东路-
横琴。从香洲、横琴往西区，斗门、高栏港方向可以
从鹤洲北下桥；航空新城、三灶方向则从金湾东下
桥，最为快捷。

另外，金湾路出入口设有红绿灯，早晚高峰需要
等红绿灯才可以上桥，大家可以沿着机场东路直行
到金湾区高尔夫俱乐部路口掉头，直行后通过右转
车道上桥，虽然会多走一点路，但更方便、更快捷。

总结一下就是：斗门、高栏港方向：金湾互通立
交-泥湾门大桥-珠海大道-江珠高速入口-鹤洲北出
入口-鹤港高速-洪鹤大桥。三灶、航空新城方向：金
湾路-金湾东出入口-鹤港高速-洪鹤大桥。洪鹤大
桥、金琴快线开通后，司机朋友需要一段时间熟悉新路
段。希望大家开车经过不熟悉的道路时，更加留意限
速、导流线等路面标志标线，注意观察路况，按指示行
驶，切忌路况好就开快车。

洪鹤大桥避堵上桥攻略

洪鹤大桥的开通，并非
一劳永逸。如何做好区域
交通的对接，金湾区第一时
间就做好了对接准备。洪
鹤大桥开通后，对珠海大道
的分流作用明显，但同时在
金湾路对接大桥的出入口，
也 出 现 了 车 辆 增 多 等 情
况。为此，金湾区在洪鹤大
桥、鹤港高速建设的同期，
已着手研究相关重大项目
与辖区道路衔接问题，并提
出了多种方案。

记者注意到，洪鹤大桥
开通后，大大缓解了金湾立
交的交通压力，却也使金湾
路的交通压力增加了不少。
为此，金湾区经过现场勘查，
提出了洪鹤大桥交金湾路路
口实施右进右出与信号灯管
控同时并行的方案，并对前
后相近的两个信号灯配时进
行了合理化调整，以最大限
度地保障金湾路的通行能

力。预计到2021年年底，随
着鹤港高速在金湾区域的全
线贯通，机场北路和机场高
速也均将增加上下口。届
时，到三灶镇区则可以从机
场北路下桥，到机场或小林、
斗门则直接可以从机场高速
实现分流，有效解决目前金
湾路拥堵问题。

打通“大动脉”的同时，
金湾区近年来还从细节发
力，完善路网“毛细血管”，充
分发挥交通规划“先行官”作
用。统计显示，最近两年，金
湾区已经完成 13 条共计
28.86公里的农村公路升级
改造，2021年还将计划完成
5条共计29.59公里农村公路
的升级改造。与农村公路相
匹配的，是金湾区的公交服
务。作为全市开通微循环公
交线路最多的行政区，目前
该区共开行微循环公交线路
20条，投入车辆71辆。以上

线路，已覆盖辖区全部行政
村和工业园区。

“我们希望市民在金湾的
道路上行驶，会越走越舒畅。”
李奕介绍，近年来，金湾区一
直持续加大人行天桥建设力
度，每年均有新落成天桥投入
使用。2019年，金湾区已经
完成了金湾路交依云路天桥
建设，广受市民好评。而今
年，金湾区则正在建设三灶镇
金岛路文化艺术中心路段天
桥。按照计划，2021年金湾
区还将有 3 座天桥动工建
设。此外，金湾区还在公路保
障方面加强管养。今年以来，
金湾区已累计完成辖区内公
路路面标线翻新施划1.1万平
方米，维修桥面铺装350平方
米，维修桥梁人行道1033平
方米，维修桥梁引道730平方
米，修复沥青路面1.4万平方
米，修复水泥混凝土路面453
平方米。

分享“大桥红利”做好落地工作

“目前的金湾区已初步构
建起‘一心两核三铁四横四纵’
的交通规划建设格局。”李奕介
绍，一心是以“金湾综合交通枢
纽”为中心，提升区内联通水
平，打造金湾城市区域新名片；
两核是以“高铁综合交通枢纽”
和“机场综合交通枢纽”为核
心，构建畅通的对外联系通道；
三铁是依托“珠江肇高铁”、“横
琴-珠海机场城际轨道”和“轨
道交通东西线（城市地铁）”，构
建多层级、“十字型”且有效对
接的区域轨道交通；四横四纵
则是“四横”由北到南分别为

“香海大桥、珠海大道、洪鹤大

桥-鹤港高速、金海大桥”，“四
纵”由东到西分别为“江珠高速
延长线、机场东路、机场北路、
机场高速”。

其中，金湾综合交通枢纽
颇为引人关注。据悉，该用地
位于机场北路与金铭东路交
叉口的东北角，规划用地9.4
万平方米，将作为珠海市的一
级枢纽，主要承担城市西拓战
略引擎，带动西部生态新城城
市发展和支撑西部地区对外
交通衔接的重要作用。

根据计划，枢纽布局在城
市核心区外围地区，并通过完
善的轨道、公交等设施，强化

与城市核心区的衔接。这样
既方便城市核心区的区域衔
接转换，又减少大量积聚交通
对城市核心区生活、出行的干
扰。从项目选址来看，该枢纽
位于金湾航空新城西侧，处于
珠海西部地区的几何中心位
置，至机场、斗门城区、高栏
港、平沙等组团距离均在12-
15公里；距离金湾城市核心
航空新城内的市民服务中心
约3.5公里。据悉，该枢纽将
主动对接新一轮城市轨道线
网规划和广佛江珠城际轨道
方案，引入城际轨道、城市轨
道等交通设施。

打造交通枢纽 构建交通格局

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区围绕交通强区发展目标 推动交通规划与建设

构建“一心两核三铁四横四纵”
交通规划建设格局

金湾机场高速。

洪鹤大桥。

微循环公交线路公交车行走在航空新城道路上。

升级改造后的红旗镇三板村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