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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澳门科技
大学内科全科医学士首次在内地医院
进行见习。5月9日，珠海市人民医院
迎来了澳门科技大学临床见习第一期
的33名医学生。

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珠海市人
民医院与澳门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并挂牌“澳门科技大学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以来，双方在医教研合作
领域不断开拓及深入，有力推动了珠
澳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共建、共享及融
合发展。本次内科全科医学士见习项
目，是双方在教学领域进一步深入合
作的新起点。

珠海市人民医院针对澳门科技大
学内科全科医学士课程的需求，结合
本地多年来临床医学教育经验，制定
了全新的见习培养方案。本次见习轮
转安排中，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的医学
生们将分为四组，在普外科、神经外
科、心胸外科、骨科（背脊柱骨病科、创
伤骨科）以及泌尿外科等五个科室进
行见习轮转学习。

同时，珠海市人民医院也专门为
本次临床见习项目遴选了一批优秀临
床带教老师，力争探索并建立一套适
合珠澳师生双方教学相长的新模式，
以此继续推动实习（见习）基地的设
立，为珠澳教育进一步合作发展提供
示范。

“感谢珠海市人民医院院长陆骊
工的支持以及各位临床带教老师的悉
心教导。”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唐嘉乐
勉励医学生们坚持把保障珠海及澳门

人民的健康放在首位，临床见习期间，
把握好学习机会，遵守医院制度，认真
完成见习内容。

“临床见习是医学生教育中重要

的一环，是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
合，临床思维逐渐建立、成熟的重要时
期，也是医学生成长为一名医生的必
经阶段。”陆骊工希望医学生们把握好

本次机会，在临床一线的实战环境中
学以致用，快速成长，将来为粤港澳大
湾区居民提供更加可及、更加普惠、更
高水平的医疗健康服务。

为珠澳医教合作发展提供示范
33名澳门科技大学医学生来珠见习

5月9日，澳门科技大学临床见习第一期33名医学生在珠海市人民医院见习。本报记者 程霖 通讯员 梁蕊 摄

闯出一条路
敢饮“头啖汤”

在闫澍办公室的茶几上，放着一
本白色小册子，封面上写着《珠海经
济特区横琴新区港澳建筑及相关工
程咨询企业资质和专业人士执业资
格认可规定》。这是首次以地方立法
形式，实现香港和澳门建筑工程领域
专业企业和专业人士在内地直接提
供服务的法规，闫澍就是这部法规的
主要起草人和总咨询顾问。

时间回到2019年，闫澍告诉记
者：“公司刚成立时，接手的项目大多
是帮助港澳的工程师熟悉内地规范、
流程，进行内地标准核算。”彼时，粤
港澳三地割裂的工程交流已不符合
发展趋势，闫澍想，为什么在横琴不
能请香港、澳门的工程师，或者香港、
澳门的工程企业直接承包项目呢？

随后，在一个香港工程模式的
试点项目中，针对香港投资方想直
接聘请香港专业建筑人士的诉求，
闫澍说服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由投
资方尝试邀请了一名取得香港建筑
许可资格的人士与投资方代表组成
一个团队来代替第三方监理负责监
管工程安全。“在香港，工程质量和
工程安全是交由工程设计咨询公
司、业主项目经理（即政府认可人
士）以及政府三方监管。而在内地，
一个工程项目没有第三方监理却是
首次。”闫澍说。

如何让香港的工程模式可以无
缝衔接到内地的工程体系中？闫澍
认为，法律就是实现两地要素互联、
资源互补、规则衔接的接驳口。恰逢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工程
领域抓住先机，在探讨三地专业领域
职称评价和职业资格认可的互通互
认上尝到“头啖汤”。

牵一发动全身，工程界的一个改
革牵引出内地第一个工程责任保险、
社保、港澳居民居住证等配套服务，
横琴的一个破局推动了深圳、广州
南沙、东莞等地把“大门”打开。“我的
港澳居民居住证是珠海第一张。”闫
澍自豪地说。不久前，《广州市南沙
区建筑和交通工程专业港澳人才职
称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制定出台，
闫澍与他的团队提供了全过程技术
指导。

谈起这些法规，“首个”“首次”
等关键词紧随其旁，但闫澍却认为

“功成不必在我”，他说：“跨越制度
差异的跨境执业是一条漫长的探索
之路，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一蹴而
就。并不是我促成这部法规，恰恰
是天时地利人和干成了一件史无前
例的事。”

起一座“学校”
练一批“兵”

“我本身是一个工程师，不是商
人。”闫澍本科就读于同济大学，获结
构工程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赴

香港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博士毕业
后，闫澍的导师曾提议他留校教书，
但他却认为“做工程的，应该到工程
界去见识见识”。

职业生涯伊始，闫澍任职于香港
奥雅纳工程顾问，是一家全球性的设
计、工程、规划和专业咨询公司。在
第一个阵地里，闫澍先后在港澳地
区、内地和中国台湾工作，负责香港
特区政府建筑署木制幕墙体系可行
性研究，为澳门银河、广州海珠广场、
台北桃园国际机场第三航站楼等重
点项目提供专业消防性能式设计建
议和指导，有着多年跨市场工作经
验。

“把香港、澳门的工程职业操守
带进内地工程中。”这是闫澍来到横
琴担任华众联创总经理的目标，他告
诉记者，“内地的工程技术不存在任
何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属领先
水平。但在工程软实力方面，即工程
体系建设和工程操守方面，我们有很
大提升空间。”闫澍所说的职业操守，
细到团队协作精神、尊重当地习惯
等，大到工程安全都有覆盖。

在与粤港澳三地工程团队交流
时，他发现不少工程事故是由施工人
员缺乏安全意识引起的。于是，“严
格佩戴安全帽、穿着反光衣和安全
鞋、系好安全绳”的规范操作成为了
三地项目交流的“第一课”。

“在这里和我们交流过的施工人
员，能够培育出一套好的施工体系和
模式并带出横琴，我们的目的就达到

了。”对此，闫澍把横琴比喻为“黄埔
军校”，他称这里有两种制度、三种文
化背景和工程模式，大家可以在此互
相学习和交流。

闫澍认为，横琴是一块很好的创
新土壤，来自香港、澳门及其背后的
葡语系国家等规则体系、先进做法在
这里融汇，可以结出新的“果实”，积
累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向更远的

“深蓝”出发。

打一套“组合拳”
引领政策创新

来到粤港澳大湾区，闫澍的身份
从一个工程领域的“答题人”转变为
了“出题人”。“在这里，我们做的事情
可以从政策层面上牵动一个行业的
改革，有很多我们经常想的，包括以
前二三十年都推不出来的事情，我们
在横琴就做成了，这是非常有意义
的。”

今年上半年，华众联创筹划和推
动的粤港澳工程争议国际调解中心、
粤港澳三地联营工程实验室为轴心
的粤港澳三地建设工程合作体系将
在合作区完成平台搭建，这标志着粤
港澳大湾区工程领域的融合创新将
正式进入第二阶段深水区的探索，由
企业和人员准入走向体系和制度的
构建。

“好比砸进水池里的一颗石头，
我们所产生的涟漪效应是不可忽略
的。”闫澍说。

粤港澳工程领域如何更好实现融合创新？

一位香港工程师在合作区给出新答案
从香港出发，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横琴，停留三天后，从横琴口岸前往澳门，随后折返香

港。自2018年以来，这条路线，闫澍每周都要行驶一到两次。
闫澍是华众联创设计顾问（横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联创）的总经理，他供职的

这家机构是内地第一家联合港澳和内地建设领域专业人士、粤港澳三地联营的设计顾问
机构，也是横琴第一家建设工程专业界别的三地联营事务所。

公司成立的初心是将香港、澳门先进的工程管理制度和工程设计理念引入内地，同时
辅助内地建筑企业向海外拓展业务。老家在河南开封的闫澍，有着多年在粤港澳三地工
作的经验，成为主持三地联营事务所的最好人选。

随着闫澍从香港来到横琴的，除了一支由二十余名港澳工程领域专业人士组成的团
队，还有香港、澳门的工程模式，以及由此推动的横琴制度创新。

采写：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秀岑 摄影：本报记者 曾遥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秀岑

近日，记者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获悉，今年第一季
度，合作区已实现生活垃圾100%无害
化处理，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同比增加
17%。从垃圾分类社区示范点到垃圾
分拣中心，再到厨余资源再生利用教育
基地和堆肥试验点，合作区已形成“由
点带面、点串成链”的生活垃圾全链条
管理闭环和资源循环促减碳实践方案，
让垃圾分类从“新时尚”走向“新日常”。

第一季度，合作区垃圾分类主题宣
讲途径拓展得更宽，累计开展垃圾分类
主题活动36场，宣传覆盖3339人次，参
与志愿者161人次，场景涉及各住宅区
及中小学幼儿园；分类投放点建设覆盖
得更广，全区共设置投放点494处，区
内垃圾分类全链条处理系统有序运营。

创新宣传路径

创新方式，推动垃圾分类由“政府
主导”到“多方共建”。在合作区城市规
划和建设局市政管理署指导下，龙光玖
龙玺小区等自主物业小区主动落实垃
圾分类管理主体责任，自主建设硬件设
施、开展居民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
物业自主性积极性；联动行业内优势企
业，开展“垃圾分类主题视频”拍摄等活
动，打造垃圾分类可持续发展闭环。

在文教区、居民区等重点场所，绿
色土壤宣传月系列活动火热开展，深度
挖掘垃圾分类全链条传播价值，提高活
动效益。据统计，第一季度，从厨余换
肥-堆肥实验-肥料种树-花盆改造，深
入挖掘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各环节传
播价值，共开展活动23场，覆盖人数千
余人。

与此同时，垃圾分类作为连接琴澳

居民共建新家园的纽带，不断碰撞出交
融的火花。开展“改造花盆”等多场琴
澳垃圾分类主题活动，引导琴澳家庭互
帮互助，共享分类乐趣；走访在横琴的
澳门企业，与澳门优秀设计团队交流，
探索拓宽垃圾分类合作领域，推动更多
优质资源、紧缺人才落地合作区。

合作区通过推出主题系列活动并
加强政企联动，多层次、多领域推进垃
圾分类宣传工作，打造大湾区生态文
明新典范，努力成为全国展示高水平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

“窗口”。

建立长效机制

为加强全覆盖督导，打造长效机制
确保分类管理走细走实，合作区城市规
划和建设局联合商事服务局，建立了

“巡查+回头看+执法”垃圾分类执法长
效机制。

一方面，以垃圾分类网格化巡查小
组为“先锋”，对各网格内的分类点位进
行沟通、指导、检查等，发现问题后予以
指正并多次回访直至整改完成。对多
次不整改问题的单位采取执法手段，第
一季度，合作区共计开展执法检查6
次，并对个人和单位共开出4张责令整
改通知书。

另一方面，有序开展合作区第二轮
居民区培训工作，提升分类管理责任人
垃圾分类专业度；分类培训全覆盖重点
场所住宅区，共开展专题培训23场，累
计培训人数334人。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表示，接
下来，将继续走深走实群众路线，动员
更多、更专业的群众力量，多角度融入
垃圾分类工作各项进程；进一步推进垃
圾分类执法行动，加强垃圾分类普法，
让垃圾分类观念深入人心。

开创多场景垃圾分类新路径
合作区一季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同比增加17%

小朋友在制作垃圾分类玩具。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近日，
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首例阵发性
室上性心动过速的射频消融治疗成功
施行，手术效果良好，标志着该院心
律失常射频消融治疗的诊治水平再
上新台阶，为琴澳两地心律失常患者
带来福音。这是继横琴医院成功开展
房颤射频消融、永久心脏起搏器植入
后在心律失常介入治疗领域的又一次
成功。

患者刘女士是澳门籍人士，10多
年来反复发作性心悸，表现为突发突
止，因近期心悸发作愈发频繁，严重影
响日常生活和工作前来就诊。经诊
断，明确刘女士为室上速心动过速。

横琴医院心血管内科目前是合作
区内唯一的心血管专科。横琴医院主
任医师、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叶芬从事
临床工作30年，在心血管专科疾患及
疑难危重病症治疗方面经验丰富。叶
芬介绍说，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是
一种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它是因心
跳突然加快所引起的各种心慌、胸闷、

头晕等不适，严重者可能发生晕厥。
其特点是心跳突然加速，突然停止，发
作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短则几秒，长则
几天。一部分病人发病后可自行终
止，而一部分病人则必须用药后才能
终止，发作时脉搏规律，频率多在160-
240次/分。

射频消融治疗是一种微创介入治
疗方法，创伤小恢复快，不需全身麻
醉，严重合并症少，术前进行电理检查
明确室上速产生的机理后，准确标测
出折返的径路，所以治疗成功率很
高。术后无需长期服用抗心律失常药
物，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反复发作的困
扰。患者一般在12小时之后可以正常
活动，术后2-3天即可出院。

叶芬带领团队为患者进行更加
细致的检查后，确定其具有射频消融
治疗指征，在完善术前准备后联合珠
海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医师为患者实
施手术，整个射频消融手术历时一个
多小时，术后患者恢复良好，于次日
出院。

诊疗水平再上新台阶
横琴医院为室上速澳门籍患者成功实施射频消融术

据新华社电 记者5月8日从中国
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由中铁十
五局集团承建的珠海横琴杧洲隧道
项目实现盾构机首件顺利下井，这标
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盾构施工阶段。

据中铁十五局集团项目负责人
介绍，此次施工使用的“振兴号”超
大直径盾构机，直径达15.01米，整机
长度约 130 米，总重量约 4400 吨。
盾构机首件1号台车总重532吨，主

要负责盾构机掘进过程中管片拼接、
信号转换分析处理等，是盾构机的

“大脑”。
珠海横琴杧洲隧道工程主体为双

向六车道盾构隧道，是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的重点项目。全线穿越超软土
地层，盾构机掘进需克服多项技术难
题，施工难度大，技术含量高。工程建
成后将进一步改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的互联互通条件。

横琴杧洲隧道进入盾构施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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