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防指挥部
召开防汛工作调度会

5月11日-13日

合作区核酸采样点有调整

值班编委 陈惠贤 值班主任 朱彤 责编 杨桦 美编 邱耀升 校对 韦驰 组版 徐一华

星期四 2022年5月
农历壬寅年四月十二

第128期
12

横琴潮
编辑部出版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新平台 新空间 新示范 新高地

08扫码关注“横琴潮”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5月11日上
午，省委横琴工委副书记、省政府横琴办
主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防指挥部
总指挥聂新平主持召开合作区防汛工作
调度会，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防汛
工作会议精神，专题部署近期连续强降
雨防御工作。

会议指出，合作区三防指挥部各成
员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省委省政府防汛
工作会议统一部署，迅速进入临战状态，
把强降雨防御工作作为当前重中之重，

全力以赴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确保合作区大局平安稳定。

会议强调，要认真对照要求，做好充
分准备。严格对照防汛Ⅱ级应急响应要
求，针对行业特点和重点领域完善行业
应急预案，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练兵实
战，切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加强分
析研判，坚持底线思维。坚持以大概率
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宁可十防九空、不
可失防万一，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
备，对雨情水情汛情科学分析研判，做好
应急相关工作准备。对危险区域临险人
员要进一步摸底掌握，要提前转移，做到

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
漏一人。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风险防
控。对隧道、涵洞、地下空间、地下停车
场、削坡建房、水库、堤坝堤围、地质灾害
点等部位，要加强巡查值守，特别是对天
沐河等重点区域，要积极研究通过工程
措施进一步提升风险防御能力。要全面
检查应急排涝设施设备，确保出现险情
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抢险救援。要加强统
筹协调，强化物资保障。合作区三防指
挥部要充分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各成员
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调动一
切力量做好防御工作。要坚持人民至

上，切实把生活物资保供办实办好，确保
合作区群众正常生活不受影响。

会后，聂新平带队深入检查石山村
101号、横琴一中地质灾害点、三塘村泵
站防洪设施等重点区域。聂新平强调，
要加强重要排洪口及易涝点周边区域清
疏检查，做好排洪渠、地质灾害、下水道
清理工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及时
做好雨汛预报预警工作，第一时间转移
并妥善安置临险人员，全力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合作区三防指挥部领导牛敬、叶真
参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
莫海晖 通讯员何天洋报道：5月9
日上午，横琴边检站“蓝鹰突击班”
正式成立。当口岸遇到任何危害
安全的突发情况时，该队伍将迅速
反应集结并前往现场处置，为守护
口岸安全稳定、广大出入境旅客出
入顺畅提供保障。

“蓝鹰突击班”成员由若干名
骨干民警组成，在全站范围内经过
严格选拔。队伍成员需具备忠诚

可靠、勇于担当，业务水平技能扎
实、能力过硬，年龄不超过45岁等
条件，从而确保发挥“尖刀利刃”作
用，实现练战融合、训用一体的效
果。

横琴边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站将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通过成立“蓝鹰突击班”等
一系列举措，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为口岸应急处突保驾护航

横琴边检站成立“蓝鹰突击班”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 通讯员何天洋报
道：珠海昨日迎来暴雨多发天气，给现场执
勤安全带来一定风险隐患。珠海边检总站
横琴边检站提前预判，做足功课，认真做好
应对工作，确保口岸安全畅通。

横琴边检站加派人员，强化设备动态巡
查监测，要求各岗位民警加强户外通道设备
运行情况监管，确保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发
现，第一时间解决；协调联系口岸物业等相
关部门及时做好现场积水清理工作，确保现
场设施设备安全稳定；设置防滑标识，提醒
通关车辆安全驾驶；提醒民警在雨天执勤工
作中注意人身安全，密切留意车辆动态，保
持安全距离，避免执勤安全事故。

横琴边检站加强设施设备巡查

多措并举确保
口岸安全畅通

5月9日，横琴边检站举行“蓝鹰突击班”成立暨授旗仪式。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何天洋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见习记者陈秀岑
报道：连续强降雨来袭，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日前印发《关于做好在
建工地防范暴雨应对工作的通知》《关于5月
持续性暴雨期间物业管理区域疫情防控及
防汛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筑工地、小区物业
开展防范暴雨应对工作专项检查，完善防汛
防风应急预案，加强应急值守，做好预警信
息传递，及时处理险情。

按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防汛（暴
雨）工作预案》，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对全区建设工地、水利设施、地质灾害、地
下空间、低洼易涝点位、高空设施等重点领
域、重点地段开展督查检查，部署暴雨防御
工作。经过对全区在建工地全面检查，梳
理出暴雨天气风险隐患20项。其中，深基
坑风险12项、山体泥石流风险1项、山体隧
道1项、办公区水浸风险1项、生活区水浸
风险3项、施工区水浸风险2项。针对上述
风险隐患，该局督促项目参建单位逐一落
实应对措施。

暴雨期间，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要求建筑工地对大型机械设备、临时房屋
工棚、脚手架等设施、围墙及深基坑、施工
用电安全以及工地排水管网等情况进行重
点检查；地下管网、地下空间、高边坡、深基
坑等在建工程强降雨期间要停止作业，雨
后作业落实防范措施；雷雨大风期间避免
户外活动，塔吊、龙门吊、脚手架、井架、升
降机、高空吊篮等停止作业；必要时，做好
人员撤离。

除制定暴雨防御工作方案以外，今年入
汛以来，该局已启动汛期防御地质灾害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5月9日至10
日，组织巡查员共15个检查组对合作区地
质灾害点及危险区域进行了全面巡查，加强
地质灾害风险防控；5月10日至13日，会同
巡查单位、技术单位以及社区干部严阵以
待，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预警分
析，全力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防灾、避
灾各项工作。

截至目前，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已
完成市政水利设施防御准备工作，并建立管
网公司、城资公司防洪（潮）排涝抢险队伍。
累计整治26处市政道路水浸点，疏通全区
市政雨水管网297.3公里，清淤处理89条排
洪渠；完成全区10个村居管网清淤以及村
内排洪渠清疏，进一步完善了自然村防洪体
系；完成全岛33.4公里综合管廊、横琴隧道
等市政设施涉地下空间安全防汛检查；对市
政道路因降雨存在可能塌陷的15处区域进
行围蔽。

合作区开展安全检查全面做好暴雨防御

20项风险隐患逐一落实应对措施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记
者昨日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联合指
挥部办公室获悉，受天气影响，为
加强安全防范工作，保障广大居民
群众的核酸采样检测需求，合作区
决定于5月11日-13日期间，暂
停辖区所有户外社会便民免费核
酸采样点运作。

有核酸检测需求的居民群众
及游客，可到以下社会便民免费核
酸采样点或黄码专区采样点进行
检测：1.横琴医院便民核酸采样
点，位于横琴医院五号楼核酸采样
区，工作时间为5月11日-13日

9:00-17:00；2.创新方便民核酸
采样点，位于创新方狮门娱乐智水
路广场，工作时间为5月11日-13
日9:00-17:00；3.长隆海洋王国
便民核酸采样点，位于长隆横琴湾
酒店入口处，工作时间为5月11
日-13日12:00-16:00；4.横琴医
院黄码专区采样点，位于横琴医院
发热门诊，工作时间为24小时。
合作区核酸检测专班值班电话为
0756-8936560，横琴疾控中心值
班电话为0756-8826602。

在此期间，合作区暂停运营的
户外社会便民免费核酸采样点，将
视天气情况尽快恢复正常服务。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子怡

根据珠海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横
琴服务站5月11日17时消息，5月12
日至16日，珠海市将有持续性暴雨天
气，此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
量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或迎今年
以来最强降雨过程。为做好防汛工
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横琴社区
积极采取措施，提升应急抢险能力，全
力以赴做好应对准备工作。

组建防汛队伍

莲花社区与省政府横琴办政法工
作处综治网格员队伍一向有紧密的合
作关系，面对此次持续性暴雨天气，莲
花社区充分发挥与网格员队伍的合作
优势，联手组建防汛队伍，24小时值班
在岗，提前进入“战时”状态。在此基
础上，该社区调动党员干部、居民小组
党支部成员、综治网格员、物业人员以
及社区居民，形成“五方主体”，在社区
党委领导下迅速凝聚成社区合力，并
分成摸排巡查组、后勤保障组、宣传组
三个防灾工作组，全力应对此次特大

暴雨。
另外，小横琴社区也专门成立社区

防汛指挥小组、巡查管理队、抢险预警
队、防汛抢险队等，负责辖区雨水情况
监测、预警、人员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

加强安全巡查

自5月9日开始，横琴各社区工作
人员就开始加强辖区安全巡查，将防
汛工作做在前面。

接到将出现特大暴雨的信息后，
莲花社区立刻启动莲花社区防汛防灾
应急预案。9日下午，莲花社区巡查组
便开始提前摸排，全面排查辖区所有
村居、小区、公路、低洼地、临险人员、
防灾漏洞等情况，做到全覆盖、底数
清、情况熟。5月9日、10日，小横琴社
区防汛指挥小组成员到村内地质灾害
点检查山体、低洼地区和排洪渠情况，
开展临险人员转移工作，累计派出8个
检查组开展巡查。目前，小横琴社区4
个避难场所均已开放。5月10日，荷
塘社区提前开展防汛准备工作，开放
庇护场所、准备物资、转移临险人员。
当天，荷塘社区派出6个检查组开展巡

查排查，共转移18名临险人员。

及时发布信息

遇到难题“云端”有人帮，看到消息
转发共分享。接到合作区将出现特大
暴雨信息后，横琴社区负责宣传的工作
人员利用社区居民微信群发布防汛信
息，形成高效、迅捷的互动信息网络，在
社区防汛工作中发挥巨大作用。

莲花社区宣传组宣传委员在社区
千人居民群、物业项目大群、车主群等
发布暴雨实时情况和防汛注意事项，
发布社区网格员实时检查水位照片等
信息，打通居民与社区的防灾信息屏
障，让居民安全在家掌握实时防汛信
息。荷塘社区则通过微信公众号、微
信群、电子屏幕等，多渠道转发暴雨预
警信号、暴雨天气防灾知识。针对辖
区弱势群体和有需求的居民，社区工
作人员入户走访，提醒他们在暴雨天
气期间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并帮助他
们解决有关问题。通过利用社区居民
微信群发布的消息和通知，成功让横
琴居民停留在低洼地的850多辆车全
部挪移至安全区。

抢险队、网格员、众居民齐上阵
横琴各社区全力以赴应对“最强降雨”

荷塘社区工作人员查看泵站运行情况。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梁倩莹 摄

新华社澳门5月11日电 澳
门青年联合会、澳门中华学生联合
总会11日联合举办座谈会，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
一诚、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
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傅自应出
席座谈会并讲话。特区政府社会
文化司司长欧阳瑜、澳门中联办
副主任郑新聪以及澳门青年社团
和青年代表共约150人出席。澳
门青年联合会会长罗奕龙主持座
谈会。

贺一诚在讲话时指出，广大澳
门青年身处伟大时代，与祖国同
行，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宽阔，实
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要认真
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青年工
作，引导澳门青年筑牢家国情怀，
肩负时代重任，勇毅前行，提振信
心，不断开创澳门青年事业发展新
局面。

贺一诚对澳门青年提出四点
希望：一要始终明辨大是大非，传
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二要始终做
到自强不息，全面提升自身竞争
力；三要始终坚持以德立人，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四要始终
把握时代机遇，积极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

傅自应在讲话时指出，习近平

主席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立意深
远，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
和高度重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是新时代
青年工作的根本遵循。他勉励广
大澳门青年牢记习近平主席的殷
殷嘱托，砥砺奋进、永久奋斗，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一国两
制”事业行稳致远贡献青春力量，
创造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

傅自应与澳门青年分享了三
点学习体会：一要以史为鉴，矢志
传承爱国主义精神；二要砥砺奋
进，勇担民族复兴时代重任；三要
追求进步，立志成为栋梁之材。

澳门青年联合会副会长黄家
伦、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理事长
阮舒淇、澳门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
会主任马志达、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青年协会会长周永豪、澳门中华教
育会副秘书长吕绮颖、澳门街区青
年协会理事长陈伟良等6位青年
代表作了学习交流发言。

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
讲话饱含深情、语重心长，体现出
对广大青年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
和充分信任。作为新时代的澳门
青年，将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主
席重要讲话精神，弘扬爱国爱澳传
统，锤炼过硬能力本领，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和“一国两制”事业行
稳致远贡献青春力量。

澳门举办各界青年座谈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横琴边检民警与口岸物业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巡查设施设备。 本报记者 程霖 通讯员 何天洋 摄

莲花社区开展安全巡查。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张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