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湾区产业园区配套公办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出台

均衡教育资源 服务发展大局
近日，《金湾区产业园区配套公办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出台。发展优质教育，留住优秀人

才，推动产城融合，成为金湾区发展产业的重要配套举措之一。根据《方案》，金湾区将加快汇海幼儿园、创业幼
儿园、平沙新城学校的建设工作，以及李兆南改扩建工程，更好地满足园区职工家庭日渐增长的学位需求。

与此同时，金湾区持续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提供人民满意的教育，助力金湾区民生福祉建设，加速建设为城
市新中心。现在，三灶新建小学、中学等一批学校启动建设，观澜、金帆幼儿园等一批学校即将完成建设，双湖
小学进入学区划分听证阶段……市民生活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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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指出，金湾区将在近期加
快建设一批校园建设、优化。其中，汇
海幼儿园、创业幼儿园、平沙新城学校
的建设工作，以及李兆南改扩建工程
将于今年完成，助力金湾区打造更友
好的人才环境。

汇海幼儿园由保利海棠花园配
建，位于平沙新城汇海路东北侧、傍德

路西北侧。项目占地面积3600平方
米，建筑面积3656.66平方米。办学
规模为12个班，可提供360个学位。
目前，该园已建成，按计划修整后按程
序移交区教育局。

创业幼儿园由联港人才港公寓配
建，位于红旗镇小林创业南路，是园区配
套 的 重 要 设 施 之 一 ，建 筑 面 积

3017.48平方米。办学规模为9个班，可
提供270个学位。目前，该园处于装修
阶段，计划2022年5月移交区教育局。

平沙新城学校为九年一贯制学
校，设置36个教学班和6个活动教
室，其中小学为24个班，学位1080
个；中学 12 个班，学位 600 个。目
前，平沙新城学校已进入后续的学区

划分听证环节。
在旧校改扩建方面，金湾区正

加快李兆南纪念小学的改扩建工
程，计划将于今年内完工。未来，李
兆南纪念小学的体量将得到进一步
提升，新增一栋综合教学楼，增加数
百个学位及多个教学功能，助力提
升南水片区的基础教育质量。

建设不断提速 部分学校建设收尾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 见习记者金璐
报道：记者4月8日获悉，中海石油深海
开发有限公司白云天然气作业公司（下
称白云作业公司）9个气田第一季度油
气当量对比同期目标超产6.4万吨，日
外输量最高峰时超2600万立方米，实现
了首季产量“开门红”。

“全力保障粤港澳大湾区民生用气
稳定供应，是我们为守卫大湾区的蓝天
碧海与绿水青山贡献的价值。”白云作业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据介绍，6.4
万吨油相当于8032万方天然气，按照
2021年广东省城市居民每年用气量约
18.8亿方计算，可供全省城市民生用气
约15.45天。以1立方米天然气发电5
千瓦时计算，8032万方天然气可发电约
4亿千瓦时，可实现减排二氧化碳26.83

万吨，二氧化硫0.23万吨，相当于植树
约57.06万棵。

据了解，白云气田现有在生产气田9
个，下辖荔湾3-1、番禺34-1、番禺30-1
三个海上平台和珠海高栏、横琴两个陆地
终端，年输气量约占大湾区天然气总消费
量的四分之一。今年以来，白云作业公司
全体员工紧密围绕全年生产任务，提前谋
划、周密部署、精准施策，采取合理的天然
气上产对策和气井精细管理手段，强化产
量指标，优化气井生产动态监测，推动科
技创新，实现了气藏深入挖潜。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发挥央企关键
时期‘顶梁柱’和‘压舱石’的作用，定期
开展气井生产情况动态分析，全力保障
气田稳产增产。”白云作业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 见习记者金
璐报道：“以前自行车上不了非机动车
道，现在‘路牙子’的台阶变坡道，走起
来啊，舒服！”近日，南水镇金龙路等道
路的“路牙”的斜坡改造完成，附近的
居民对改造后的道路赞不绝口。

据了解，今年3月，南水镇文明办
从微信公众号“文明珠海”的随手拍平
台接到居民反映，由于南水镇部分道
路“路牙子”过高，电瓶车等非机动车
无法直接驶上非机动车道，腿脚不便

的人群上下人行道也较为吃力。接到
反馈后，南水镇文明办联合镇城管办
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勘察。随
后，镇城管办组织人力与机械设备改
造路面，不久便完成了路口人行道斜
坡改造。

“小小的‘路牙子’，做不好就是居
民的烦心事，做好了就能有效改善城镇
交通环境，确保居民出行顺畅。”南水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南水镇将
对照文明城市建设要求，着力打造舒适
美丽的环境，让日新月异的城镇风貌、
靓丽整洁的街道、安全通畅的交通、文
明有礼的居民，融汇成南水的文明“底
色”，彰显文明城市建设的成果。

纾解民困 再出实招
南水镇完成“路牙”斜坡改造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初见任飞
宇，人们很容易被她笑容可掬的神态所
吸引。也许正是因为常年与群众打交
道，在她的身上总有一股亲和力。作为
一位无党派科技界女性代表，她身上最
亮眼的标签，是作为AG600飞机适航技
术的带头人，并获得AG600陆上首飞研
制工作的“优秀奖”。

然而，除了“工程师”这个身份外，任
飞宇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份——金湾区
人大代表。在工作之余，她常常出现在
人大代表联络站。最近，她正忙碌着“关
于金山公园增设乒乓球活动场地”的社
情民意建议工作，寻求为民众增加运动
的设施与空间。

“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也是一项十
分普及的项目。但我们在公园里，未设
有乒乓球活动场地。”任飞宇说道，在听
取群众的呼声后，她先后五次前往金山

公园实地调研，与其他人大代表共同提
出“关于金山公园增设乒乓球活动场地”
的建议。目前，金山公园已经增设了6
张乒乓球台，2盏探照灯，大大满足了群
众的文体活动需求。

然而，提出社情民意调研建议、解决
群众问题，对于任飞宇而言，这还远远不
够，在乒乓球场地建设好之后，她仍多次前
往现场，跟踪了解群众的使用体验。事实
上，基于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
她后续又提出了《关于完善金山公园乒乓
球活动场地的建议》，继续发挥着人大代
表的履职作用，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这样的事例并非个例。事实上，在
任飞宇任金湾区人大代表的六年时间里，
她密切联系群众。疫情期间通过金湾区
妇联向医院捐献抗疫物资、帮助金湾区图
书馆设计航空图书区以及协调解决西湖
城区养老服务中心落户等等工作。

面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在任飞宇看
来，人大代表“代”的是选民，“表”的是心
声。只有用心用情的回馈人民，才不负

“人大代表”的光荣使命。

人大代表在基层

编者按：近年来，在金湾区有这样一群人大代表，他们始终肩负人民期
望，不负人民重托，代表人民利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人大代表的责任
和担当，为促进金湾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
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从今天起，《今日金湾》特别推出“人大代表在基层”
专栏，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人大代表坚持依法履职，推进幸福金湾建设的风采。

AG600飞机适航技术带头人任飞宇

用心回馈人民 不负光荣使命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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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
新增长点之一。2022年金湾区政府
工作报告指出，金湾区将全面激活现
代服务、大力发展商贸服务，提升产业
经济能级量级。其中，加快建设红星
美凯龙家居广场、金湾宝龙城等一批
专业市场和商业综合体，形成辐射珠
海西部生态新城的优质商圈。

锚定“产业第一”，关注“现代服
务”。4月11日，记者走进正在施工
建设中的红星美凯龙金湾商场，实地
探访这一备受瞩目的现代服务项
目——红星美凯龙金湾商场，是该集
团在珠海布局的首个项目，位于航空
新城片区金河东路与双湖路的交汇
处，毗邻航空新城核心区，建筑面积
为92593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珠海
西部地区单体最大的家居建材馆。

记者在现场走访中发现，目前该
建筑的主体建筑已全部完工，工人们
正在加紧进行外部幕墙的安装，以及
部分室内的装修工作。据项目方介
绍，目前该商场的工程进度已超过
60%，计划于今年10月开业。其中，
该商场的玻璃幕墙将成为亮点之
一——外立面设计为独有的全玻璃幕
墙，创造出炫丽的夜景照明效果，成为
周边区域的一大视觉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的招商工
作也在有序进行。据红星美凯龙珠海
金湾商场总经理陈显莺介绍，目前红
星美凯龙金湾商场已接到超过100家

入驻企业的诚意金，招商工作进展已
超60%。在这些企业中，不乏大家耳
熟能详的高端家居品牌。今年7月，
商场将开放进场装修，更多品牌也将
揭开“神秘面纱”。

根据计划，红星美凯龙金湾商场
将定位一站式“情景化布展+体验式
购物”的家居商场，打造进口国际馆、
潮流家具馆、设计客厅馆、系统门窗
馆、高端定制馆、智能电器馆、睡眠生
活馆、精品卫浴馆、软装陈设馆、顶地

空间馆十大主题馆，还将汇聚各品牌
的旗舰门店，为市民带来“零距离”感
受家居建材的购物体验。

对于此次落地金湾航空新城，红
星美凯龙方充满了期待。据陈显莺介
绍，红星美凯龙金湾商场作为该品牌
在珠海地区的首店，体现了该品牌对
金湾片区的长期看好——定位珠海产
业中心、交通中心、城市新中心的金湾
区，正在不断向产业强区的目标迈进，
为广大商家创造了更多机遇。

记者了解到，红星美凯龙金湾商
场开业后，将形成30分钟车程覆盖
圈，吸引金湾区及周边地区的市民前
来选购，增加航空新城商业设施的吸
引力。此外，该商场的对面地块，也将
建成红星集团旗下的高端商业综合
体——爱琴海商业中心。作为对标太
古里、万象城的高端商业品牌，爱琴海
商业中心将于近期正式动工，并于
2025年营业，与红星美凯龙金湾商场
实现“双馆联动”。

锚定“产业第一”关注“现代服务”

红星美凯龙金湾商场10月开业

保用气稳定供应 首季产量“开门红”
白云气田首季油气当量超产6.4万吨

工作人员在白云气田工作现场。本报记者 张洲 摄

4月12日，建设中的双湖小学（暂定名）。

民生为要，学校为本。建设新学
校，是近年来金湾区提升学位供应的
重要手段。其中，在建设新校方面，广
受关注的双湖小学（暂定名）与平沙新
城学校（暂定名）一道，同步进入建设
工作的最后阶段，并于今年3月启动
了学区划分听证程序。

随着金湾区城市建设的持续推
进，更多的学校还将陆续建成，提升
金湾区基础教育的供给水平。此前，

位于安堂村的三灶新建中学、小学已
启动建设。其中，新建中学按36个
班教学班设计，可容纳1800个学生，
包括校舍、运动场、校园绿化景观等
设施。

三灶镇新建小学建筑面积约
41490平方米（含地下车库 14200 平
方米，可供社会使用），建设规模为36
个班，可容纳学生数约1620人。项目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普通课室、专业课

室、辅助教学用房、办公室、食堂及体
育馆、田径运动场、停车场、校园绿化
景观等。

此外，金帆幼儿园、观澜幼儿园
也将在今年内完工并部分投用，满足
部分区域适龄儿童的上学问题。其
中，金帆幼儿园（玖誉湾花园配建），
位于三灶镇机场东路西侧，金河东路
北侧。幼儿园占地面积 5020 平方
米，建筑面积6702.48平方米。办学

规模为18个班，可提供540个学
位，计划 2022年 6月移交区教育
局。

观澜幼儿园（中海观澜花园
配建），位于金湾区航空新城，北
侧为金河东路，西侧为金鑫路，东
侧为金城路。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9998.50平方米。办学规模为18个
班，可提供540个学位。目前，该园
已处于室内装修阶段。

新校陆续建成 均衡发展供给水平

在工作岗位上的任飞宇。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正加快建设的红星美凯龙家居广场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