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湾区加快建设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交通大动脉推动产业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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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作为珠海
工业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湾区正
秉持“产业第一、项目为王”发展理
念，加快推进“大招商、招大商”，而
内畅外联的交通路网，无疑是吸引项
目落地的重要基础。

近段时间，从金湾发出的交通
基建捷报频频。鹤港高速二期隧道
段已于 3月底全线贯通，预计明年
上半年通车。本月黄茅海跨海通道
两座主桥的主塔浇筑“节节高”，预

计明年上半年两座主桥的5座主塔
可实现封顶，整个项目预计2024年
通车。

从东向西看，“港珠澳大桥+鹤
港高速+黄茅海跨海通道”的组合，
将把香港、澳门、珠海与粤西乃至中
国大西南联通，占据承东启西关键
位置的金湾区，将成为名副其实的
交通枢纽，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
流等各类资源要素在此高效流通，
一条辐射多地的产业发展“快车道”

加速成型。
路网提升的谋划远不止于此。

为给产业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金湾区正全力以赴打好“一心、两港、
四铁、四横六纵”（“一心”指金湾综
合交通枢纽；“两港”指珠海金湾机场
和高栏港；“四铁”包括高铁、城际、
普通铁路、城市轨道等多层次轨道；

“四横六纵”包含横向的香海大桥及
西延线、珠海大道、鹤港高速、金海大
桥-金港大桥，纵向的高栏港高速、

高栏港快线、机场高速、机场北路、机
场东路、江珠高速等高快速通道）为
核心的交通大会战，构筑更大的城市
发展格局。

近日，《珠海市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十四五”规划》摘要版（以下
简称《规划》）正式发布。记者梳理发
现，金湾在这份规划中的“存在感”相
当高，涉及多个重点交通工程，这也
从侧面反映出金湾区建设区域综合
交通枢纽的底气与实力。

骨干路网内畅外联 架起产业发展“快车道”

作为全国少有的既有海港、空港，
又有综合保税区的行政区，如何通过
交通的提升，促进“两港一区”互相配
合、协调发展，是金湾区推动交通区位
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的关键一
步。

当前，金湾区正抢抓大型路桥建
设机遇，通过推进金港大桥、高栏港快
线等交通设施的建设，把“两港一区”
串连成线，力促鹤港高速二期年底建
成，全面打通金湾联东启西大通道，从
而实现“港口、机场、综合保税区”三大
要素的资源整合、有机融合。

据悉，高栏港快线（珠海大道至
石化五路段）目前已开展勘察设计。
该项目为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南
起高栏港片区石化五路，以隧道、桥
梁等形式破解山体、河流等地形阻
隔，实现与珠海大道等干线路网的衔
接。值得一提的是，石化五路南侧紧
邻高栏港综合保税区，高栏港快线的
建设，将为综合保税区乃至整个高栏
港片区发展搭建起一条新的“快车
道”。

与此同时，西接高栏港快线、东接
机场西路的金港大桥也在推进前期工

作。未来，金港大桥不仅可把“两港一
区”串连成线，还将成为加强合作区与

“两港一区”功能协调和产业联动的重
要纽带。

在此基础上，金湾区正前瞻布
局现代物流发展，适度超前推进“两
港一区”大建设大开发。海天交接
处，珠海机场改扩建、机场综合交通
枢纽和空港国际智慧物流园建设如
火如荼。就在昨日，珠海机场改扩
建工程T2航站楼钢网架结构全面
封顶，“碧波银贝”的动感造型展现
在大众视野。

再把目光投向西南角，规划面积
2.514平方公里的珠海高栏港综合保
税区，经过多年建设，即将在今年迎来
封关验收，目前正加快招商储备，未来
将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物流业、
国际贸易产业及创新服务业。

在海港方面，金湾区正加快推动
高栏港15万吨级粮食码头、集装箱码
头三期、港弘码头二期等一批深水泊
位、深水航道、防风锚地和疏港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江海、海铁、海公、海
空、管道等多式联运体系，全面拓展发
展空间。

“两港一区”串连成线 前瞻布局现代物流发展

作为珠海东西向的重要通道之
一，珠机城际建设进度备受关注。该
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从拱北
的珠海站到横琴的长隆站，已投入运
营；二期从长隆站向西延伸，在横琴
设井湾站，金湾设三灶东站和珠海机
场站。

就在本月，好消息不断传来：4月
19日，珠机城际二期关键性工程——
金海特大桥主跨成功合龙；4月 27
日，珠机城际二期站房建设由钢筋混
凝土施工阶段正式进入钢结构吊装阶
段。这也意味着整个珠机城际二期建
设就此驶入“快车道”，预计明年上半
年全线具备运营条件。届时，从拱北
到珠海金湾机场最快仅需15分钟。

“珠机城际二期项目桥梁工程已
完成90%，隧道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在
全力推进紫竹湾互通重要节点的建
设，计划于2023年建成通车。”金湾区
交通运输局局长章芳介绍，珠机城际
项目不仅将进一步密切珠海西部城区
与东部城区的联系，对促进粤港澳大

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

从更长远的规划看，一张轨道交
通网络正在金湾这片热土徐徐展
开。《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建成
珠机城际二期，形成香洲-横琴-机
场的城际铁路大通道，力争实现公交
化运营；开工建设广佛江珠城际（珠
海机场至鹤洲站段）、高栏港疏港铁
路专用线二期；结合珠机城际北延和
公交化运营的需要，加快推进金湾综
合交通枢纽的规划建设工作。

记者了解到，根据初步规划，基于
轨道交通的重要站点而规划的金湾综
合交通枢纽暂定选址于机场北路与珠
海大道交会点，其南向可接入珠机城
际北延线，东向可连接鹤洲枢纽站。

“我们将统筹抓好安全与发展，全
力配合推进区内重大交通设施建设。”
章芳表示，金湾区将加快建设区域综
合交通枢纽，为珠海建设全国性综合
交通枢纽提供强力支撑，并以交通“快
车道”助力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轨道交通建设提速
加快融入“轨道上的大湾区”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近日，珠
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和珠海市交通运输
局共同签订《行政争议多元化解联动调
处框架协议》，在全市率先共建行政争议
府院联动化解体系，形成功能互补、程序
衔接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制，进一步
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协议》在推进行政诉讼前端化解、
矛盾纠纷分析研判以及重大决策风险评
估等三方面工作进行了框架性设计，立足
于调处和审判实际，细化了府院在行政案
件诉前共同化解行政争议的方式方法，尽
最大努力把矛盾化解在诉前，着力提升人
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据金湾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饶伟介
绍，此前，金湾区人民法院与市交通运输
局的行政诉讼案件量比较大，经过双方
协商，签订诉前联调机制。作为行政调
解的手段，此次合作将有效化解行政争
议，减少行政诉讼，同时也将有效提升社
会治理能力。

“在试运行阶段，效果很明显，行政
复议数量下降超过了80%。这次通过
签订诉前联动调节机制能够化解大部分
不必要的行政诉讼，节约宝贵的司法资
源，同时也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为交通运
输事业包括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重要作
用。”市交通运输局案件审理科副科长景
志斌说。

据悉，此次《协议》的签订，是人民法
院与行政机关共同促进行政争议多元化
解体系不断完善升级的一个重要缩影，
体现了矛盾纠纷源头共治、合力共治的
诉源治理理念，意义重大。接下来，金湾
法院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强化府院衔接
合作，与珠海市更多的行政机关建立联
动机制，高标准推进诉源治理工作，加强
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
控，推动更多的法治力量向矛盾引导和
疏导端用力，为当前一站式多元解纷和
诉讼服务体系中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探索出一条有效的路径。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 见习记者金璐
报道：珠海的夏天来得格外早，4月28
日，火辣辣的阳光照在金湾区湖心路口
公交总站内，一位身穿红马甲的长者正
在便民驿站里整理消暑物品。“我叫王金
凤，是一名党龄50多年的退伍军人，我
在湖心路口志愿服务便民驿站做了快4
年志愿者。”他告诉记者。

王金凤的志愿者生涯始于5年前。
2017年，王金凤来到金湾区，一听说社
区招党员志愿者，他就毫不犹豫地参加
了。他说，“不论是退伍还是退休，我都
是党员，这个社会也总有需要我的地
方。”最初，王金凤只是参加一些零散的
志愿者活动，2018年，为了扩大志愿服
务范围，他来到了湖心路口公交总站。

据了解，湖心路口是珠海市重要的
交通枢纽，连接着香洲区、金湾区和斗门
区。“这里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一些没
有市民卡、公交卡、微信小程序的人经常
需要帮助。”王金凤说，这也是他被称为

“钢镚爷爷”的原因。据悉，便民驿站主
要提供指路、饮用水、快捷充电等服务，
站内也会配备基本的医疗用品，但是换
零钱需要志愿者自己准备，于是王金凤
每次领到退休金之后，就会取 100到

200元给乘客换零钱。
此外，王金凤也乐于收集 1 元钢

镚。“我平时多准备，着急赶路的人就方
便了。”他说。经粗略统计，最近3年内
王金凤共为乘客找换零钱150次，找换
金额超过1000元，成为了驿站内名副其
实的“钢镚爷爷”。

“钢镚爷爷”有让乘客快速乘车的
“钞能力”，还守护着乘客的安全。据了
解，王金凤是湖心路口便民驿站唯一一
名固定值守的志愿者，每次遇到突发情
况，王金凤总是在场进行处理。去年8
月，一名青年喝醉了酒在公交站附近睡
着了。王金凤怕他发生危险，就找人帮
忙把他扶到舒适一点的地方休息。之
后，王金凤找到该青年的朋友，才放心地
回到驿站。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至今，王金凤
在驿站的工作发生了些许变化，驿站开
始协助公交总站进行疫情防控管理。今
年的除夕夜，王金凤也主动要求进行最
后一班值守。“大年三十的晚上不回家，
我们其实对他意见很大，但是没办法，老
人家说这件事情他去做，别人就能过个
欢乐年。”王金凤的家人说。

“家人们都特别支持我，我很感谢他
们，我能够一天8个小时都在志愿服务
的岗位上，也多亏了他们。”王金凤说，

“现在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志愿
服务中来，和我一起为幸福平安珠海的
建设加油。”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 见习记者金璐
报道：近日，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为市
民提供更加丰富的阅读选择，金湾区图
书馆购入4000余册外文原版绘本，并举
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外文绘本展，所有绘
本均可免费借阅。

记者在金湾区图书馆一楼中庭西侧
看到，米黄色的书架上摆满了原汁原味
的外文经典绘本，无论是获得凯迪克奖、
纽伯瑞奖的作品，还是深受孩子们喜爱

的小猪佩奇、彼得兔系列作品，都能在这
里找到。不少孩子席地而坐，在家长的
陪同下津津有味地看书。

“因为绘本价格贵，许多图书馆的同
类型绘本都是不外借的，但是我们提供
借阅服务，就是希望方便市民，为全民阅
读提供便利条件。”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据了解，外文绘本展将持续至5月
31日，届时，金湾区图书馆将撤走展示
架，在一楼专门设置外文绘本借阅区。

金湾法院和市交通运输局签订框架协议

在全市率先共建行政争议府院联动化解体系

志愿者代表王金凤：

湖心路口有一位“钢镚爷爷”

王金凤（左）在核酸检测现场维护秩序。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区图书馆
新增4000余本外文原版绘本

读者在外文原版经典绘本展示架前阅读图书。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鹤港高速大林互通立交。

建设中的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

4月19日，珠机城际二期金海特大桥主跨成功合龙。

交通畅，百业兴。承载着建设区域综合交通枢纽重任的金湾区近期迎来了多个交通建设新节点：珠机城际二期金海特
大桥主跨成功合龙，预计明年上半年全线具备运营条件；鹤港高速二期隧道段全线贯通，整个项目预计明年上半年通车……

一个个重大交通项目加速推进，给群众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性的同时，也将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大动脉。眼下，金湾区正
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决心，适度超前谋划、提速交通建设，加快推动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为产
业跨越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采写：本报记者 宋一诺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