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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作区凝“芯”聚力
粤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频频发力，去年带动行业产值超15亿元

不负春光，横琴天沐琴台项目建设正酣
主体结构预计2023年7月封顶

■“人防+技防”
开辟管廊运维转型新风口

行走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没有
遮蔽视野的空中“蜘蛛网”，道路两旁的
电线和电缆也不见踪影。通过规律分
布的封闭式“小屋”进入横琴管廊，一座
整洁敞阔、畅通无阻的“地下宫殿”呈现
眼前。

这里集中敷设了电力、通信、冷凝
水、给水等市政管线，同时配备有计算
机网络、自控、视频监控、环境监测、火
灾报警等系统，具有远程监控、智能监
测、自动排水、智能通风、消防等功能，
如同地下“神经网络”，源源不断向城市
的每个角落输送着水电等能源。

“一朝建成，百年运维。管廊设计、
建设是一次性的，运营服务则是长期性
的。”大横琴管廊公司总经理闫立胜告
诉记者，在运营管理行业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屈指可数，技术研发和创新更多聚
焦在设计、建设阶段，对后期管理运维
的关注度远远不够。

目前，国内城市综合管廊主要以人
工管理方式为主，效率低，故障率及维
修成本偏高。“要让各类管线‘共处一
廊’，并且‘相安无事’，日常运维不能拼
人海战术，必须要加强‘人防+技防’。”
在闫立胜和他的团队看来，技术创新才
是管廊运维发展的命脉。自2013年综
合管廊投入使用以来，横琴持续探索适
合管廊运维的新技术和新应用，坚持自
主创新推动管廊运维由劳动密集型企
业转变为高新技术型企业，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告别过去“无头苍蝇”式的人力巡
查，运维员和综合管廊云平台上演着默
契无间的“协奏曲”，后台接收预警指令
进行精准定位，运维员予以处理，不多
费一时一力，真正实现信息化、自动化、
数字化管理。

■“外引+内培”
推进管廊产学研用一体化

“人防”和“技防”相结合，需要持
续创新能力驱动发展的久久为功，更
离不开源源不断的人才作支撑。公司
成立之初，大横琴管廊公司便启动了
智能化布局，携手复旦大学、吉林大学
等知名院校成立产学研基地，加速科
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行
业智能化发展。

地下综合管廊是光纤技术研发的
重点应用领域，两年多来，复旦大学光
纤研究中心“产学研基地”已有多项科
研成果在横琴管廊“落地生花”。目前，
横琴管廊主要应用一套综合光纤智能
化体系设备，将传统的机械触发结合物
联网、大数据感知技术，催生出全新的
城市管控技术方案。

复旦大学光纤研究中心副主任唐
璜介绍说，这是复旦大学近年来新工科

建设的一个突出案例，横琴管廊在推进
产学研用一体化方面所体现出的自主
研发能力，属于国内顶尖水平。

在推动校企合作的同时，大横琴管
廊公司执行“外引内培”的人才培养机
制，通过建立内部研发小组、科研开发机
构和开放式的创新平台，对管廊管养中
的痛点难点进行攻克性研究，共有16项
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其
中，团队研究的“综合管廊全寿命周期关
键技术研究与运用”获得广东省土木建
筑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横琴作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管廊建
设的窗口，承担着为国家新一轮基础建
设树立典型的历史重任。这种敢于争
先、敢于‘吃螃蟹’的精神，既包括选择
国内的顶尖技术，也包括在技术的产学
研用模式上的全面创新。”唐璜表示。

■“先行+示范”
打造管廊运维全国样板

一廊通琴澳，共饮一江水。长时
间以来，对澳供水供电等惠澳工程，为
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借助智慧管廊的运维，不仅进一步夯
实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民
生基础，也掀开了粤澳民生融合提速
的新篇章。

“保障廊内供澳管线安全稳定运行
一直是我们的重要任务。缆线管廊内
敷设的供澳电缆和琴海东路敷设的供
澳应急给水管道，避免了异常天气和施
工破坏，为对澳供电供水提供了多重保
障。”大横琴管廊公司管廊运行部经理
黄祖煜告诉记者，面对近年发生的“天
鸽”“山竹”强台风灾害，横琴综合管廊
一次次经受住了考验，是当之无愧的

“城市生命线”的守护者，为合作区正常
运行保驾护航。

不仅如此，随着16项科研成果落
地转化，运维里程不断延伸，咨询、培训
服务覆盖全国16个城市，联合制定智
慧城市综合管廊国际标准，横琴综合管
廊名片越擦越亮，填补产业技术空白、
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的步伐加快，让合作
区高质量发展“里子”更殷实，“面子”更
敞亮。

“秉着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横
琴综合管廊高起点、高标准规划，高
水平、高质量运维，以先行示范标准打
造了管廊建设运维的全国样板，走出一
条国内其他城市基础建设可供借鉴的
典型路径。”唐璜如是评价。

“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
新产业”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赋予的四大重要任务之
一。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新体制
下，横琴综合管廊正以科技创新为引
擎，着力发展新技术、新方法、新成
果，参与行业技术变革与革新，提笔续
写新时代城市运营服务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秀岑

沿着横琴濠江路行驶，天沐河畔
花开正艳。位于天沐河中央核心区人
工岛上，天沐琴台竖立的塔吊正挥舞
着长臂，戴着头盔的工人围在两道阻
挡水流的堤坝式围堰旁，紧锣密鼓地
进行主楼区域底板施工。“目前整体施

工进度符合原定计划，现场进展顺利，
现阶段底板防水是重点管控分项工
程。”天沐琴台项目执行经理邹志伟告
诉记者。

据介绍，横琴天沐琴台建筑面
积 24.6 万平方米，高 70米，总楼层
为地上16层、地下2层，是集总部办
公、会议展示、精品酒店、城市规划
展览馆、星级酒店、体验式商业区和
娱乐码头等为一体的综合体。建筑
内部设有步行台阶、下沉广场、下沉
庭院等立体步行系统，并与周边复
合绿地、慢行系统对接，营造丰富的
空间环境。

从效果图上看，天沐琴台外观建
筑似一把横卧天沐河上的琵琶，立面
以玻璃幕墙为主，流畅的曲线形体让
整体造型看起来庄重典雅、充满古
韵。为了实现建筑美学和功能使用要
求，天沐琴台在设计上采用了大跨度
的超高空间、连续钢架屋顶结构以及
巨大玻璃幕墙。

“这意味着项目整体施工难度较
大。”邹志伟说。由于层高超7米，高
支模体量大，施工安全成为项目工程
控制的重点。邹志伟告诉记者，项目
地下负一层层高7.4米，下沉广场及
庭院、中庭、展厅、过厅等层高均超过

8米，属于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范畴。

为确保施工安全，建设团队采用
了BIM技术进行高大模板支架架体
排布，结合PKPM安全计算软件验算
确定高大模板支架架体布置和优化立
杆配置。

针对项目屋面结构为大弧度空间
带状网格结构带来的钢结构施工难
点，建设团队拟采用网格分片制作、分
片吊装、杆件嵌补等安装方法。

据了解，天沐琴台主体结构预计
2023年7月封顶，2025年8月整体项
目建设完成。

大横琴管廊公司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数智长城”擦亮横琴名片

本报讯 记者王帆 见习记者陈子
怡报道：近日，广东省政府横琴办社会
事务局联合珠海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
中心举办“心向未来·琴澳共建”社会
心理服务工作线上交流会，共有310
人次参与。

本次交流会旨在落实《全国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部
署要求，协助澳门社会团体、内地社会

组织、社区工作者组建多元心理服务
人才队伍，打造全周期社会心理服务
最大同心圆。

此次交流会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开
展，珠海市心理学会专家聚焦“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心理科普宣教原理和方
法”“常见心理与精神问题的识别和
应急处理”等内容，引领学员深挖社
会心理服务的工作策略和技巧。

在互动环节，专家结合当前疫情
实际，针对心理危机干预内容、心理
危机干预模式下的社区心理救助、职
场人群的压力识别等方面，借助实际
案例进行生动讲解。参会人员不仅
熟悉了心理健康相关基础知识，也提
高了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科普宣传
教育能力。

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事关人民群众

身心健康，也事关琴澳两地社会和谐
稳定。交流会上，有社会心理服务从
业者表示，期待整合横琴现有心理咨
询师、志愿者、社工等资源，建立起一
支以专家为指导、专业人员为骨干、网
格员和志愿者为补充的专兼职工作队
伍，通过网络课堂、公开讲座等方式，
搭建线上智慧服务平台，提高识别早
期社会心理问题能力。

合作区举办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线上交流会

提高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科普能力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秀岑

如何在集成电路领域建立琴澳一
体化发展格局？如何鼓励集成电路产
业各环节领军企业落户合作区？近
日，记者从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的粤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获悉，园
区内的珠海先进集成电路研究院正积
极配合合作区执委会拟定针对集成电
路产业的政策，一系列利好措施有望
陆续出台。

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支撑数字经济
和新基建发展的新兴产业，是澳门实现
产业多元的重要方向之一。合作区作
为面向澳门及葡语系国家开放合作的

“桥头堡”，不仅是承载澳门集成电路创
新资源最便利、最通畅的新空间，更被
看作是我国在集成电路等尖端科技领
域主动融入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
要关口区域。

秉持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
件的初心，粤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频
频发力，积极促进琴澳两地在科研成果
转化和孵化、人才引培、孕育硬核集成
电路产业集群等方面形成联动协同。
目前，园区已聚集集创北方、芯动科技、
壁仞科技等一批高质量集成电路设计
企业，2021年带动合作区集成电路产

业产值超过15亿元。

打造高能企业培育新优势

粤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是珠海
大横琴集团、珠海先进集成电路研究
院在珠海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
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共同打造的高标
准国际一流专业园区。自成立以来，
园区为集成电路企业提供专业的孵化
器、投资基金、公共技术平台等服务，并
积极探索“澳门科创成果+珠海产业转
化”模式，着力引进一批高质量集成电
路设计企业，打造两大高水平集成电
路创新平台和产业服务载体，构建一
个集成电路产业交流合作中心。

通过“以投促引”“以投促产”和培
育孵化的方式，粤澳集成电路设计产
业园引进一批高质量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支持培育粤港澳大湾区设计业

“芯”支柱；积极承办中国芯大会等品
牌性盛会，大力促进集成电路设计产
业领域内的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
素跨境流动与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增添“芯”动能。

“目前，粤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
已经推动集创北方、芯动科技、华芯智
能等十余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在横琴
聚集。”珠海先进集成电路研究院院长
龚斌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粤澳集成电路设计产
业园向澳门集成电路产业优质企业、
人才抛出橄榄枝，引进芯耀辉科技有
限公司，与澳门大学集成电路专家余
成斌全面合作。预计到2026年，园区
将吸引50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落户横
琴，产业总规模突破50亿元。

截至2022年3月，合作区内注册
科技型企业超过1万家，2021年新增
3000家，芯耀辉、集创北方、一微半导
体等一批集成电路设计行业领军企业
落户。其中，新增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过半由粤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引
进。2021年，该产业园带动产值15
亿元，占合作区集成电路总产值近
80%。此外，园区内正加速搭建科研
成果转化平台和相关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打造企业培育孵化器以及构建半
导体行业技术协会，推动集成电路特
色产业集聚。乘着政策东风，合作区
正在逐步完善吸引全球集成电路优质
创新资源落地集聚和融合发展的各项
基础，努力构建链接集成电路国际化
合作新枢纽。

构建科研协同创新新体系

为加速澳门、横琴、珠海三地各类
创新主体的产学研融合，实现由技术
到产业的创新引领，园区内的珠海先

进集成电路研究院与澳门大学模拟与
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重点
实验室达成合作意向，主动承接以澳
门大学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设计创新资
源在合作区以及珠海落地转化，积极
探索“澳门科创成果＋珠海产业转化”
模式在集成电路设计业的实现路径。

为促进粤澳合作资金、人员、技术
等要素流动，一系列利好政策有望陆
续出台。龚斌表示，珠海先进集成电
路研究院作为集成电路专业智库，正
积极配合合作区执委会拟定针对集成
电路产业的政策，涵盖支持企业发展、
支持人才引进培育、支持平台建设、支
持粤澳协同创新等方面。

“这些措施大多面向澳门企业、人
才、科教资源和产业平台，给予政策支
持的目的，在于充分利用澳门现有产
业资源，同时发挥澳门国际自由贸易
港优势，吸引更多海外产业要素集聚
澳门、合作区，带动澳门资本、澳门人
才、澳门高校参与产业发展。”龚斌说。

随着一个个项目加速落地，粤澳
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将如何助力合作
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园
将以产业孵化、投资基金、公共技术平
台等服务和政府智库为基础，积极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集成电路产业的高速
发展。”龚斌说。

天沐琴台效果图。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 通讯
员 何天洋报道：4月2日晚，横琴边检
站民警余通顺在口岸出境大厅执勤时
拾获一个钱包。在消杀检查后，余通顺
发现钱包里装有赴澳劳务证明、银行
卡、工作证等重要证件。

考虑到证件遗失很有可能会影响
这名旅客在澳门的正常工作，横琴边检
站勤务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在横琴边检
失物招领平台发布信息。经过多方努
力，第二天中午，勤务指挥中心与失主
李先生取得了联系，李先生也携带证明
材料顺利完成认领。

李先生通过电话表达了对横琴边

检民警的谢意，“多亏了你们帮我找回
证件，我正发愁明天怎么上班呢，真是
太感谢了。”

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4年以来，横
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体民警坚持践
行为群众服务的工作作风。针对旅客
通关匆忙、容易遗失物品等常见问题，
该站设立失物招领平台主动帮助旅客，
目前已为上百名旅客找回遗失物品。

同时，横琴边检站提醒旅客，通关
时应妥善放置随身携带的个人物品，特
别要留意检查钱包、钥匙等较小的物
件，以免因遗失对个人工作生活造成不
必要的麻烦。

横琴边检站帮助
粗心旅客寻回重要证件

大道纵横、车畅人旺、高楼林立……历经十来年开发
建设，横琴城市面貌的蝶变跃然眼前。然而就在少有人关
注的地下，还“隐藏”着一个全国智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典
范——“一网统管”的现代化城市综合管廊。近日，负责横
琴管廊运维的珠海大横琴城市综合管廊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正式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从2010年5月打下第一根桩，到大横琴管廊公司通
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12年间，横琴作为全国智慧城
市综合管廊建设运维领域的“排头兵”，坚持走自主创新的
新型发展之路，不断推动智慧管廊运维科研成果规模化落
地，如今更是成为全国管廊运营管理行业内屈指可数的高
新技术企业。

□本报记者 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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