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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在沿着海岸线的金湾
路岸边，工作人员沿线巡查，加强“三
无”船只管控，禁止人员冒险出海；在
黄竹山边等山边低洼点、水浸黑点、
风险隐患点，社区（村居）工作人员与
民警一道对自建房、水库、低洼易积
水地段等地居住居民进行入户排查，
提醒做好防御工作，劝导并协助居民
撤离风险区域；在三灶片区及东咀片
区等低洼路段，市政工作人员提前打
开水井盖，清理落叶垃圾，设置安全
标识，提高城市排水能力。

入夜后，排查工作仍在继续。三

灶镇市政中心工作人员巡查全镇区域
内路灯、配电箱、园林树木有无存在安
全隐患风险；排查全镇13处水浸黑点
区域的雨水井盖打开及设置警示标志
情况。在星汉路附近水浸点防汛巡查
时，工作人员通过采取增开雨水篦排
水，设置警示桩的措施来提高排水能
力。同时，三灶镇18个应急庇护场所
全部开启，场所内物资保障全部到位，
可容纳13980人。

有备无患，方能有条不紊。11日
清晨5时15分，市气象台将全市暴雨
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一场防汛大战

就此打响。0756-6166110是三灶镇
应急值班电话。11日，这个电话并没
有像工作人员预想中频密响起，由于
前期准备措施相对完善，当天只接到
三灶镇内部分路段水浸的报告，并第
一时间反馈信息至相关单位进行处
理，道路也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通行。

当天中午，记者沿着三灶镇辖内
多条主干道行驶，各路段路面均无积
水，交通顺畅。据统计，截至5月11
日16时，三灶镇共派出检查组40组
203人，出动巡查车辆90台次，排查
地质灾害点23处，内涝点28处，建筑

工地 82 处，自建房 123 宗，危楼 13
栋，码头15个，水库水闸16座，堤坝4
段，暂无发现隐患。出动4台抢险泵
车到内涝点待命，全镇123户生计渔
船全部回港避风。经排查，三灶镇易
水浸点、低洼区域、危房等临险人员共
114人，并已全部转移安置。

三灶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三灶镇将继续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
值守制度，安排人员开展地质灾害隐
患点的巡察、检测预警，完善应急预
案，确保第一时间转移安置涉险人员，
并对突发情况及时进行处置。

三灶镇：

排查上使出“绣花针”功夫 行动上跑出“风火轮”速度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5
月9日，一名背着相机的人在金湾的大
街小巷里穿行，他时而行色匆匆，时而气
定神闲地架起相机等待，用镜头捕捉着
金湾人的生活百态。这是正在“扫街”的
《南方日报》驻金湾摄影记者关铭荣，自
从2016年他来到金湾，这样的拍摄持续
了5年多。

“2016年到2022年金湾区的跨越
式发展，我既是记录者，也是亲历者。”关
铭荣说。最初来到金湾的时候，他曾感
叹这里人口的稀疏和商圈的稀缺。而短
短5年时间，金湾航空新城就拔地而起，
工业园区的规划也越来越合理。金湾区
快速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一次，他和朋友一起去珠海机场东
面的雷达山上拍摄海豚。从清晨开
始，蹲守5个小时后，海面上开始出现
几个闪闪发光的背鳍，1只粉色和2只
灰白色的海豚游过，关铭荣激动地按下
快门。“正因为亲眼看到了金湾的发展，
对这片土地有信心，我把自己的房子也
买在了这里，成为了一个金湾人。”关铭
荣说。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关铭荣往往是
新闻事件背后的人，他的镜头曾经定格
过金湾市民艺术中心建设者“腾云驾雾”
的身影、金湾区田间地头的乡村新面貌、
各大产业集群中“明星”企业热火朝天的

生产车间。而不为人知的是，他也时而
是站在新闻事件里的那个人。

2016年的夏秋之交，初到珠海的关
铭荣在海边“扫街”时，看见一个人手持
手机和相机跨过了围栏，走向海堤。关
铭荣的目光紧跟了过去。突然，刚站上
海堤的人失足摔倒在了尖锐的礁石上，
头部开始冒血。关铭荣大声询问其情
况，未能得到回应，而此时海水正在不断
上涨，他没有多想，向落水者的方向奔
去，从海里将其救了上来。不久后，《珠
海特区报》刊登了这则新闻，新闻事件背
后的人成为了新闻事件的主角。

事实上，关铭荣的故事还有很多。
在关铭荣看来，“一名摄影记者的角色，
可能不止是新闻的记录者，他首先是一
个人，道德感和良知会告诉他，不能袖手
旁观，必须做点什么。”据了解，在来到珠
海之前，关铭荣在福州工作，在一次“扫
街”中他发现了一位在街头卖唱的孕妇。
通过询问他了解到，该女子曾经因为感情
问题跳楼造成高位截瘫，所幸保住了生
命。但是在怀孕之后，自己和丈夫都无法
外出谋生，只能靠卖唱赚取微薄的生活
费。关铭荣随即发布了这个家庭的图片
报道，并帮助其联系了一家民营医院，免
去了这个孕妇的生产医疗费用。

“这个家庭的回访我已经交给了在
福州的同事，以后如果还遇到类似的事
情，我还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别
人。”关铭荣说。现在，工龄12年的关铭
荣活跃在珠海市新闻事业的一线，以金
湾为家的他，继续聚焦着这片土地上或
轰轰烈烈，或宁静美好的瞬间。

“最美金湾人”新闻工作者代表关铭荣：

站在新闻事件里的“扫街人”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记
者从金湾区图书馆了解到，该馆与广东
实验中学金湾学校附属初中共建的中学
阅读基地——“格致书屋”已正式投入使
用。该基地也是金湾区首个与中学实现

“馆校共建”的校园图书馆。
记者了解到，“格致书屋”一名源

于“格物致知”，饱含着学校对莘莘学
子的殷殷期盼。“格致书屋”位于教学
区一楼架空层，面积为 300 多平方
米，环境优雅，设计别致。书屋内通
透明快，为师生提供了充足的阅读空
间。即使是阴天，书屋光线也十分充
足，最大限度地保证师生的阅读体
验。

书屋内部，鳞次栉比的实木书架，琳
琅满目的精美图书，都给记者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据了解，该基地共有藏书近
5000册，其中包含图书馆为学校配送的
图书2000册，内容覆盖中学生必读书目
的青少年作品、各类文学、历史地理、科
普类等图书。

值得一提的是，格致书屋采取开架
管理，实现“藏、借、阅、研”四位一体的开
放服务。书屋内信息化、智能化程度高，
配备有智能管理系统、自助借还系统、自
助查询系统、读者借阅信息展示平台
等。同时，图书馆通过系统共享对接，实
现图书一键借阅，并可在各班级图书角
进行漂流。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 通讯员张俊山
报道：近日，记者从中海油深海公司了解
到，中海油白云气田下辖的番禺34/35
气田群通过统一技术参数、优化技术路
径，最大限度地释放气井产能。根据模
拟结果，技术优化后的番禺34/35气田
可增加采储量1.2亿方，助力守护粤港
澳大湾区能源安全。

记者了解到，白云气田是南海东部
海域的主力天然气田，年产量占粤港澳
大湾区天然气消费量的近四分之一。该
气田所采的大部分油气在位于金湾区的
高栏终端登陆，并通过高栏管道等途径
输送至湾区各地。今年4月，番禺34/35
气田群通过优化工艺参数，成功降低气
田管道的井口背压并实现增储上产。

井口背压，是指油气在开采及管
道运输的过程中，受到障碍物或急转
弯道的阻碍而被施加的与运动方向相
反的压力。较高水平的井口背压会影
响油气的正常开采及运输，变相增加
了油气的损耗。此前，番禺气田由于
气藏物性差异、水体能量不一等因素，
井口背压过高影响正常生产，气田群
产能受到限制。

“随着气田群工艺系统操作压力的
降低，直接降低了泵类设备能耗，根据
当前参数统计，能耗可降低约365吨标
煤/年，碳排放降低约680吨/年。”白云
天然气作业公司副总经理赖勇介绍，下
一步，该气田将总结该操作模式所取得
的经验成效，并推广应用到其他气田上。

白云气田实现技术创新
多采1.2亿方天然气供应湾区市场

5月10日晚至11日上午，珠海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强暴雨。面对此次强降
雨的来袭，金湾区迅速启动Ⅰ级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提前摸排全区“三防”
基本情况，对物资装备、应急队伍、人员转移安置以及水浸点防范进行了周密部
署。记者从金湾区获悉，5月11日，金湾区未出现严重积水点，市民生活未受较
大影响。

统筹 本报记者 宋一诺
采写 本报记者 蒋毅槿 宋一诺 金 璐 甘丰恺
摄影 本报记者 张 洲

“阿婆，请你不用担心，雨过后就能
回去了。”5月10日晚，平沙镇防灾工作
人员走进陈阿婆的家中，协助她转移至
安全地点。对于防灾人员的引导处置，
陈阿婆表达了自己由衷的谢意。

这样的情况在平沙镇并非个例。
记者了解到，自接到上级部门关于暴
雨的预警后，全镇各级数百名防灾人
员立即进入待命状态。其中，社区工
作人员率先转移全镇易水浸点、低洼
区域周边的临险居民共420人，并安置
65人至避难场所。为确保临险居民的

住宿、餐饮需求，平沙镇已开放7处避
难场所，并准备了充足的饮用水、八宝
粥等食物以及干净的被褥套装等。

市政管理人员也同步出动，前
往平沙医院红绿灯路口、紫园东路（京
华路段、时代路段）等易涝点进行强排
水作业，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据
了解，在暴雨预警发布期间，全镇共出
现水浸路段4处，截至11日16时道路
积水已全部排干。

10日、11日，平沙镇还对所有道
路的排水情况进行了“地毯式”排查，

共检查易涝点排水口228个，清理垃
圾堵塞排水口16处，并在水浸点做
好警示标志；同时，及时清理倒伏树
木两棵。

“防范工作同样重要！”据平沙镇
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上级部门提供
的天气情况预报，接下来数日还将接
连出现暴雨天气。为此，平沙镇在10
日、11日共出动宣传车36台次，利用
144个应急广播和社区大喇叭开展防
范强降雨宣传，发布预警信息5236条。

值得一提的是，平沙镇水系纵横、

水道繁多，河道的防洪防涝也是抵御
强降雨工作重点。为此，平沙镇内9
个主要泵站，提前于5月9日陆续开
启机组进行强排，持续降低辖区内河
水位，目前该镇的内河水位，均处于警
戒水位以下。

接下来，该镇将继续确保各单位
与社区、各社区与住户之间的信息畅
通，破除救援信息壁垒。同时，开展隐
患排查和全时段巡查工作，及时处理
道路积水，监测易涝重点区域，确保强
降雨下道路畅通。

平沙镇：

防灾力量齐出动 多措并举防御暴雨危害

为应对次轮强降雨天气，南水镇多
部门联合相关单位做好雨前预警防范，
加强雨中巡查排水。记者从该镇获悉，5
月11日全镇未出现严重水浸点，其中金
龙路及珠海大道火电生活区出现一定程
度积水，经过紧急排水已恢复通畅。

5月10日，在南水镇城管办指导
下，珠海汇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召开
防汛会议，针对倒伏树木隐患、排水
井清理、应急抢险物资检查等工作进
行防汛工作部署。截至5月11日 9

时，该公司共成立应急抢险队伍8组，
出动巡查车辆21辆，出动巡查人员
90多人次，处理隐患约23处。

5月11日6时30分，南水镇应急
救援队派出巡查组，前往南水镇南场
路口、第首花园路口、电厂路口等水浸
易发点，将排水井盖全部打开，并安排
紧急救援队现场戒备。

南水镇山体较多，不少居民自建房
散落在山间，强降雨易发生滑坡、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5月11日10时，飞沙

村对村内易发生山体滑坡隐患点进行
安全排查，提醒临近山体居住的村民提
高安全防范意识，并现场指导安全工作
的开展。与此同时，其他村居的暴雨次
生灾害隐患排查也在进行。

由于南水镇海岸线长，多海产养
殖业，内外江水位差需要重点进行关
注。5月11日上午，南水镇内外江水
位差已达到40厘米，该镇农业技术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前往南水镇各重要水
利设施进行巡查，包括海岸旧村泵站、

鸡心洲水闸、下水涧坑水库等。为保
证水利设施安全运行，顺利将水排出，
各闸口管理人员实施24小时值班制
度，趁夜间外江低潮时开闸排水。

“我们11日巡查发现的倒伏树木
均被清除，浸水易发路段变电箱已关
停，地势低洼建筑前已设置防洪沙
袋。”南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将继续加大防汛巡查力度，严格落实
值班值守制度，畅通防汛信息，保障全
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南水镇：

做好雨前预警防范 加强雨中巡查排水

走进位于三板村村委会的应急庇
护点，防疫人员正引导临险转移人员
进行粤康码核查和体温测试，其他工
作人员为临险转移人员提供餐饮和转
移咨询服务，现场秩序井然。

类似的应急庇护场所，已覆盖红
旗镇14个村（社区）。记者了解到，5
月10日以来，红旗镇已转移临险人员
685人。为解决这些群众的后顾之
忧，红旗镇已开放16处庇护场所，场
所内配备有食品、饮用水等基本物资，
可为有需要的居民群众提供应急庇护
服务。

面对今年以来最强降水天气，红
旗镇各部门、各村（社区）连日来秉持

“预报快、反应快、联动快”的原则，严
格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以
赴强化风险防控，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9日以来，该镇班子成员已全部
下沉村（社区）一线督导检查，各部门、
各村（社区）抢抓时间，提前做好物资
储备、临险人员排查转移、应急庇护场
所检查和地质灾害点排查等各类工
作，抢险人员在重要地段提前布防待
命。截至5月11日14时，全镇镇累计
出动机关干部职工700余人次，14个

村（社区）出动应急人员246人。
红旗镇水网密布、湖塘众多，水利

工程是做好防汛工作的重要一环。记
者了解到，该镇共有3座水库山塘、19
座水闸、17个泵站，均已按要求开展
值班值守，部分水利工程已根据实际
情况启动预排工作，提前降低水位。

在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保障方
面，红旗镇不仅设有3个镇级应急储
备仓库，14个村（社区）也均设置有
应急储备仓库。此外，14个村居微
型消防站已实现全覆盖，严格按照

“有人员、有器材、有战斗力”的要求，

在每个微型消防站配置了多种应急抢
险器材。

以防为主的思路贯穿红旗镇防
汛工作始终。为提醒群众做好防御
措施，红旗镇文化服务中心连日来利
用各类宣传载体，全天候播放相关预
警信息和防御指引信息。据悉，接下
来，红旗镇将持续加强重点部位巡
检，通过多渠道多样式向群众发布预
警信息和防御指引。同时，严格落实
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制度，加
强会商研讨，确保科学、有效处置突
发情况。

红旗镇：

严格24小时值班值守 全力以赴强化风险防控

金湾首个中学阅读基地投入使用

关铭荣在采访现场拍摄。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格致书屋”内景。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机场东路未见明显积水，交通畅通。

平沙镇工作人员连夜冒雨清
理道路排水口。

南水镇工作人员在水浸点设置警示桩提醒过往
车辆注意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