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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4月25日电 记者25
日从澳门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获
悉，该公司负责规划及开发的横琴“澳
门新街坊”项目正进行地下室底板施
工，预计年中完成全部地下室结构。
项目内幼稚园及小学建设工程已于3
月全面启动，卫生站、长者服务中心、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也同步建设，预计
住宅楼宇及民生配套在 2023 年中竣
工验收。

澳门都更公司介绍，上述民生项目
在2021年全面动工，建成后可提供约
4000个供出售的住宅单位及200多个
人才房。社区内设有幼稚园、小学、卫
生站、长者服务中心、家庭综合服务中

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项目另设
5000平方米商业面积，吸引商户进驻。

澳门都更公司表示，建设工程正
按施工计划推进，今年内会按序开展
地下室工程、主体建造工程、精装修
等，争取年底前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项目建成后将衔接澳门教育、社区服
务、医疗等公共服务于一体。

横琴“澳门新街坊”项目占地面积
约 19.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62
万平方米。项目内 27栋住宅楼宇均
有风雨连廊连接，全方位贯通，便利居
民出行。项目公共区域的地面、路灯
及栏杆等部分设计，将融入南欧风格，
营造与澳门相似的生活环境。

横琴“澳门新街坊”住宅项目
预计2023年中竣工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见习记者陈子
怡报道：为扎实落实“双报到”工作，充分
发挥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近日，莲花社区党委与挂点
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举行“双报到”党
建共建签约仪式暨城市基层党建联席会
议。莲花社区党委与1家珠海市挂点单
位和6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点单
位，分别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互授共建
牌匾，并围绕资源、需求和共建项目进行
座谈交流。

据悉，“双报到”工作机制是完善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平战结合”
机制，通过党建引领，提高基层党组织

“平时”组织能力和“战时”应对能力，为
社区提供多方位、多层次的优质服务，切
实打通基层党组织服务社区居民的“最
后一百米”。

记者了解到，参与本次签约仪式的
1家珠海市挂点单位为横琴金投党总
支，6家合作区挂点单位分别为区城市

规划和建设局党支部、区商事服务局党
支部、区统计局党支部、横琴税务局机关
党委、广东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华
润（深圳）有限公司珠海党支部。

在座谈交流环节，共建双方围绕资
源、需求，共同探讨2022年项目计划。
各单位与会代表表示，报到是手段，服务
是目的。“双报到”工作是加强城市基层
党建工作的有益探索。下一阶段，各单
位将继续深入推动“双报到”工作与社区
服务相融合，努力打造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莲花社区党委书记李永庆认为，党
组织和党员回社区报到是加强基层党建
工作的创新模式，有利于密切党和群众
的联系，有利于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有利于加强社区建设，促进构建幸福平
安和谐社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以签
约服务为契机，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党
组织与社区党委建立长效合作，实现多
方共赢。”

扎实落实“双报到”工作
莲花社区与挂点机关企事业单位举行“双报到”党建共建签约仪式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近日，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英语展示课活动在首
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中学举行。据
悉，此次活动是该校深入贯彻以学生为
主体课堂教学思想系列研究活动的生动
实践。

子期实验中学英语组老师陈丽、张
昳分别开设了写作和阅读研究课。学校
特邀珠海市香洲区教师发展中心及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教育处相关
负责人到校指导活动，横琴一中英语老
师、子期实验小学英语老师参与听课、评
课活动。大家齐聚一堂，精研细磨，各抒
己见，呈现出浓厚的研究氛围。

写作课上，陈丽通过有趣的暖场活

动快速将学生带入学习情境。学生们
通过小组活动，深入了解中西方传统节
日，在丰富文化知识的同时掌握更多写
作语料。

阅读课上，张昳用取材于学生生活
的单词小卡片引领学生完成任务，生动
有趣地开启了阅读之旅。学生通过个人
战、双人战、小组战，进行无声和有声阅
读，一步步获取信息，理解文章内涵，打
破了传统阅读教学教师提问题、学生找
答案的模式，使学生在阅读中获得主动
获取信息的快乐。

子期实验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教研活动让教师们感受到教与研的快
乐，让学生们掌握了不同的学习方法。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记者从澳
门科技大学获悉，准备以国际课程成绩
申请澳门科技大学的内地学生可在4月
22日至5月31日进行报名。

澳门科技大学是澳门规模最大的综
合型大学，学校可授予博士、硕士及学士
学位，目前在校学生逾16000人。

据了解，澳科大2022/2023学年共
19个学士学位（本科）课程招生，包括医
药：中医学、中药学、药学、内外全科医
学；科学：食品与营养科学、理学（计算机
科学、电子与信息工程、软件工程）；商
管：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国际旅游管
理、酒店管理、商学、款待服务管理；文
学：新闻传播学、外国语（英语、葡语、西
班牙语）；法律：法学；艺术：艺术学-艺

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表演
艺术。

据悉，内地学校（国际课程学生）或
内地以外学校持国际课程成绩（非高考
成绩）的内地户籍高中应届毕业生，且持
有国际课程/公开考试成绩/学历，可通
过“直接入学（持国际课程成绩之内地
生）”方式报读。

符合报读条件的内地生可在该校网
上报名系统完成报名申请。根据学校安
排，4月22日-5月 31日，进行网上报
名；6月 17日-26日，进行面试（如适
用）、专业面试（内外全科医学、表演艺术
学士）、美术考试（艺术学-艺术设计学
士）（如适用）；7月中旬起，分批公布录
取结果。

持国际课程成绩学生可申报澳科大
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31日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子怡报道：为满足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展现社区居民的良好精神风
貌，近日，横琴“民生大舞台”系列文
艺汇演活动走进荷塘社区，以线上
直播的形式展示居民自发排演的节
目，为居民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才
艺的平台。

据悉，本次活动由横琴文化站联
合珠海彩虹桥社工服务中心、荷塘社

区居委会、荷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澳门街坊总会广东办事处共同
举办。

活动现场，一首铿锵有力的《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22位社区居
民共同唱响。接着，脱口秀《人生杂
谈》、京剧《光辉照儿勇向前》、川剧变
脸、太极拳、诗歌朗诵《祖国》等精彩节
目轮番上演，展现出社区居民多才多
艺、热爱生活的一面。

记者了解到，参与本次演出的不

仅有荷塘社区红旗村、石山村的居民，
还有来自澳门的同胞。传统武术八极
拳由琴澳居民联合表演，一招一式柔
中带刚，展现中国传统技艺。澳门小
学生许思雅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祖
国》，让直播间的观众不断发出“泪目”

“我骄傲”等留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表演队伍

中亮相的“横琴文化站琴澳京剧社”，
是由横琴文化站牵头组建的首支以聚
焦社区能人为核心的文艺队伍，本次

表演京剧《光辉照儿勇向前》是他们的
首场演出。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民生大舞
台”共有4期，本次荷塘社区的专场活
动为第二期，接下来还会在莲花社区、
新家园社区持续开展。随着“民生大
舞台”系列活动的持续推进，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将会有更多的优质文艺团
队涌现。未来，横琴文化站将继续搭
建文艺交流平台，带领琴澳文艺爱好
者，一起参与文化活动。

横琴文化站琴澳京剧社首次亮相
“民生大舞台”系列文艺汇演活动走进荷塘社区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4月25
日，以“时尚·创库”为主题的FASH-
ION BOND大湾区时尚联结巡展横
琴站在横琴创新方开幕，展出粤港澳
三地时装设计师60余件时尚作品，凝
聚时装设计新锐力量，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交流和创意时尚产业发展。
该展览将持续至5月9日。

展台上，一件件时装风格各异、个
性鲜明。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邀请
了超过20个内地和港澳独立时装设
计品牌，以及6所大湾区设计院校参
与，共展出超过60件时尚作品。巡展
结合现代艺术、工业风元素，打造别树
一帜、玩味十足的艺术场景，作为展示
一系列时尚作品的舞台，带给观众沉
浸式的观赏体验。

本次展览为FASHION BOND
大湾区时尚联结巡展的第二站，首站
为广州，之后将在佛山、香港亮相，以
实体及网上形式展出作品。展览以

“时尚·创库”为主题，展示大湾区年轻
时装艺术人才的作品，鼓励大众欣赏
独特性和原创性，通过粤港澳三地的
交流激发时装设计人才的创作潜能，
汇集更强大的创意力量。

“去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
我认为在横琴举办展览是一个很好的
契机，也很有意义。横琴站与广州站
展览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增加了澳门

元素，有不少澳门设计师参与进来。”
活动主办方、Fashion Farm Foun-
dation项目总监杨锦淮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横琴参展。

参展的几件作品融合了鲜明的澳门特
色，比如配色和款式设计都融入了葡
萄牙元素，突出了澳门中西文化融合
的特点。”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
理事长关治平介绍道，此次展览为澳
门设计师提供了很好的展示平台，希
望澳门设计师能经常到横琴推广业
务、开拓市场。

澳门时装设计行业协会会长、澳
门服装设计师卢嘉庆也参加了此次展
览，他十分期待合作区建设为时装设
计行业带来的机遇。“如果只有单一品
牌或企业，我们这个行业是很难发展
起来的。希望未来横琴可以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时装设计师和时装品牌交流
的平台，吸引更多内地和港澳设计师
来到这里发展。”

丽丰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姚
逸明表示，此次巡展有助于大湾区年轻
时装设计人才、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的
时尚艺术进一步走进大众视野，增进更
多市民和游客对这些作品的了解、认
知和喜爱，从而让这些新锐人才有机
会获得更多成长。“希望横琴能吸引更
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共同创作，
一起推动横琴文旅产业的发展。”

FASHION BOND大湾区时尚联结巡展横琴站开幕

凝聚粤港澳时装设计新锐力量推动产业发展

合作区英语展示课活动在横琴子期实验中学举行

深度研究，共促课堂教学质量提升

英语展示课活动
现场。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杨桐 摄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4月24
日，黑白面将军山隧道工程建设又有
新进展：隧道左线实现贯通，该工程建
设取得阶段性成果。该工程预计明年
6月全面完工，这意味着，从珠海市区
前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将增添一条
便捷新路线。

南屏镇到合作区距离将大大缩短

黑白面将军山隧道工程是广东
省、珠海市重点建设项目，是珠海市区
通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第三公路通
道的关键组成部分，北至香洲区南屏
镇珠海大道南侧，南接珠海保税区南
琴路，将通过横琴隧道与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相连。

黑白面将军山隧道全长3.86千
米，设计标准为双洞双向六车道，设计
时速60千米。目前，从南屏镇到珠海
保税区只能走加林山隧道、南湾路，或
绕道南琴路。黑白面将军山隧道通车
后，从南屏镇到保税区，直接穿过黑白
面将军山，距离缩短为不到4公里。

横琴隧道至黑白面将军山隧道新
建工程，北起黑白面将军山隧道南侧
洞口处，南与已建成通车的横琴隧道
衔接。路线全长约2.2千米，拟采用全
连续隧道方式实施，道路等级为城市
快速路，主线设计车速60千米/时，主
线车道规模为双向六车道。建成后，
市民可以选择这条路线，从珠海市区
开车直达横琴。

目前，黑白面将军山隧道工程其
他工序进展顺利，隧道累计掘进完成
总量的90.62%，预计今年7月实现双
线贯通。机电、装饰、交安工程施工将
陆续展开，预计2023年6月全面完工。

下足“绣花功夫”科学组织隧
道施工

隧道建设需要下足“绣花功夫”。
“黑白面将军山隧道建在一块天然屏
障下，隧道施工环境极其复杂，我们必
须小心翼翼地顺着设计纹路走。”项目

建设方、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黑白面将军山隧道进
口右线明洞距附近高压电塔水平净距
仅有1.83米至3.44米，而出口右线下
穿供澳高压电塔，洞顶距离电塔基础桩
底净距仅有7.33米，这个区段又是四车
道大跨段，施工过程中需要对高压电塔
进行保护，施工难度非常大。

与此同时，隧道出口工区洞口段
下穿供澳输水隧洞，交叉处净距隧道
左右线均为5米左右，施工过程中输
水隧洞将一直处于供水状态，施工风

险大。不仅如此，隧道主体1840米的
范围还侧穿南屏水库、蛇地坑水库，距
离分别为250米、450米；而穿越水资
源保护区保护标准高，需对隧道施工
和运营期间的排水量进行限制，并采
取科学合理的限排措施。

为此，该项目部自进场以来，科学
组织施工，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从施工方案、施工工序、质量管理等方
面规范施工技术管理，并建立了综合
管控平台，实现项目参建方共同对技
术、安全、质量等问题进行管控。

该项目部还通过BIM技术，实时

了解施工现场情况，通过指令的方式进
行工作协调，发现、整改、反馈施工过程
中的安全质量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

据悉，该项目部自2019年10月
18日进场以来，克服了前期征迁、水
源保护区调整等难题，于2020年2月
24日开始隧道主体结构施工。在建
设过程中，该项目部在安全管理、质量
管理、进度管理方面下足功夫，确保施
工过程安全质量可控。2020 年 11
月，工程开挖单月掘进214米，一举刷
新了珠海市同类隧道单月掘进纪录。

黑白面将军山隧道工程预计明年6月全面完工

珠海市区往合作区将添便捷路线

4月25日，FASHION BOND大湾区时尚联结巡展横琴站在横琴创新方
开幕。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黑白面将军山隧道工程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