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区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系列宣传活动

公布100种生物资源调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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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为加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周
边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展示合作区
相关生物多样性调查成果，鼓励社会
各界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中，
合作区于5月20日-25日开展“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系列宣传活动，包括开
幕式、野生动物救助培训、嘉年华亲子
活动、“世界水獭日”科普宣传活动等
精彩内容。

横琴岛增加野生鸟类新记录32种

5月 20日，合作区“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系列宣传活动开幕式在横琴
花海长廊举办。据了解，5月22日是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为
所有生命构建共同的未来”，旨在激励
社会各界参与到生态系统恢复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中，以应对可持续发展的
挑战。今年也是国务院印发《中国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的第一年，合
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以此为契机，
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系列宣传活
动，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纳入合作区中长期规划，
并号召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到生物多样
性保护行动中，推动生物多样性跨部
门、跨区域保护。

活动现场，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
设局集中公布了横琴陆生野生脊椎动
物资源本地调查成果。本次成果展精
选的影像全部以横琴生态环境为背
景，涵盖野生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及
哺乳类等100种生物，其中有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黄嘴白鹭、白腹
海雕、小灵猫，而黄嘴白鹭为本次调查
新增的横琴鸟类记录。国家二级保护
野生动物29种，包括鸟类26种以及
虎纹蛙、蟒及欧亚水獭。值得一提的
是，横琴岛增加野生鸟类新记录32
种，包括广东省野生鸟类新记录1种，
珠海市野生鸟类新记录3种及横琴岛
野生鸟类新记录28种。

开展野生动物救助培训

当天下午，还举行了野生动物救
助培训，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省
政府横琴办社会事务局、珠海琴建园

林有限公司、珠海市观鸟协会业务人
员参加培训。

合作区拥有丰富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资源，还有优良的自然生态
环境，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栖息
地。本次培训的主要内容有横琴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保护级别、野
生动物救助方法和注意事项、野生动
物野外放生须知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法
律法规。

为加强护林员和湿地管养工作人
员的救助技能，培训还邀请野生动物

专家演示鸟类、蛇类的救助方法和器
具操作，并针对横琴常见的野生动物
进行专业保育方法介绍。

来自省政府横琴办社会事务局
的护林员表示，参加本次培训获益
匪浅，日常巡山检查会在森林路边
见到很多野生动物，有时碰到受伤
的鸟类也不知道要怎么救助，经过
专业培训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同
时也表示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参与到
横琴自然环境保育工作中，共同建
设美丽横琴。

本报讯 记者钟夏 实习生李美
琪：5月21日，澳门第十七届“青少年
科普书籍阅读奖励活动”说明会暨新
闻发布会在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址
礼堂举行。为进一步培养澳门青少年
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科学素养，本
次活动获奖者将获邀前往珠海参观航
空研学教育基地，学习航空基本知识
并体验飞机的模拟驾驶。

会上，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副监
事长尤淑瑞介绍了本次活动的参赛办
法及注意事项等。她表示，希望通过
阅读激发青少年接触前沿知识与技
术，加强青少年对航空航天的认知与
热爱，不断开拓眼界、活跃思维，努力
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在未来投入航
空航天相关领域的创新事业。

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澳门各界也

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交流活动，让澳门
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粤
港澳大湾区航空教育协会会长尤肖其
表示，他们将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等机遇，进
一步推广澳门科学普及工作，鼓励更
多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敢于追梦。

据介绍，本次活动个人奖项分为
高小组、初中组及高中组，每组各设
一等奖 3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10
名，优秀辅导老师 1名；团体奖项分
为优秀团体奖和踊跃参与奖。凡澳
门中学、高小学生均可以个人名义参
加本次活动，也可通过学校组织集体
报名。获奖者将获邀请前往达芬奇
（珠海）研学教育基地，学习航空基本
知识，了解民航系统六大板块，并体
验固定翼飞机及旋转翼直升飞机的
模拟驾驶。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道：
为满足疫情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居
民的文化需求，展现琴澳市民良好精神
风貌，5月20日，横琴“民生大舞台”系
列文艺汇演活动在莲花社区举行。活
动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展开，为居民创造
了展示自我、切磋才艺的平台。

据悉，本次活动是“民生大舞台”
系列文艺汇演活动的第三期，由横琴
文化站联合珠海彩虹桥社工服务中
心、莲花社区居委会、澳门街坊总会联
合总会广东办事处共同举办。活动共
吸引72名居民参与演出，直播期间，
在线观看人次达2644人，点赞人次达
2.4万。

活动现场，一群身着红裙的表演
者为观众带来优美的花球舞，紧接着
开始上演旋律铿锵有力的男声小合唱
和充满民族风情的独唱。民乐队用二
胡、扬琴、笛子等乐器带来《焦石鸣琴》
《娱乐升平》《山乡村早》三首广东音
乐，带领观众感受广东的风情魅力。

此外，还有太极、朗诵、儿童剧、旗袍走
秀等各式各样的节目。这些多才多艺
的表演者，生动展现出横琴社区群众
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在众多节目中，一名大人和一群小
朋友共同上演的儿童剧《不收礼》引人
瞩目。记者了解到，该剧是由琴澳青少
年同心协力、依据革命先辈杨匏安的故
事创作而成的节目。表演中，声音抑扬
顿挫、表现力十足的“杨匏安”，是由澳
门居民黄先生饰演。

据黄先生介绍，这是他第一次参
加内地举办的社区活动，深刻感受到
琴澳两地文化活动的特点。“这里很热
闹，通过表演结识了不少横琴的朋友，
小朋友们在活动中也学习到杨匏安前
辈廉洁正直的高贵品质。”他说。

活动主办方表示，民生大舞台系
列活动以丰富多彩的节目形式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红色精神，不仅让居民
们近距离感受到文化艺术的魅力，也
提升了居民的文艺创作热情。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 实
习生李美琪 伍芷莹报道：5月20日，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以下简称“珠
研院”）首期“天沐河沙龙”在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澳门青年创意谷举办，
20多家企业代表及澳门大学生物医
药、智慧城市、微电子等领域的专家
学者共聚天沐河畔交流，分享科技前
沿趋势，探讨未来产业发展及产学研
合作方向。

珠研院副院长王春明介绍，珠研
院目前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引导澳大科研人员参与国家创新
项目与创新事业建设；二是推动澳大

优秀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
线”，促进成果转化；三是培养高科技
创新人才，在合作区逐步形成人才聚
集效应。珠研院将持续探索校企合作
新模式，搭好、搭稳这座校企对接沟通
的桥梁，为企业及产业化市场提供科
研支持，为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创造
条件，助推合作区建设技术创新中心。

据悉，“天沐河沙龙”是珠研院举
办的创新合作系列分享会，旨在通过
科创政策解读、行业趋势分享、前沿
技术探讨、大咖头脑风暴、天使投融
资对接等系列主题分享聚集创新要
素，激活成果转化创新链条，促进以

市场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加强校企合
作力度，发挥澳门大学的科研优势，
着力解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和企
业基础研究能力不足的问题。

珠研院微电子研发中心主任路
延在沙龙中分享到，高校在进行校企
项目对接时，目标一致是最重要的选
择标准，“在与企业进行深入沟通后
能找到一些比较契合的研究内容与
方向”。在他看来，校企合作是一个
双赢路径，研究者既能在深耕领域有
所突破，也能帮助企业解决产品的实
际问题。他介绍，目前平均每个导师
会同时推进一到两个商业项目，具有

挑战性的课题对科研者而言更具吸
引力，部分学生也通过校企联合项目
直接输送至企业，为企业发展提供人
才。

现场不少企业澳门大学教授表
示，希望进一步参访企业、深入对接
交流与合作，并借助澳门大学科研
团队的力量尽快攻克企业面临的技
术难关。珠海市唯酷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余德桢分享到，目前企业对于
澳门高校先进科研成果的了解尚不
深入，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机会了解
最新科研进展，促进校企间的深入
对接与交流。

分享科技前沿趋势 探讨校企合作方向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举办首期“天沐河沙龙”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 实
习生李美琪：5月21日，“琴澳同心，
共创未来”琴澳青年联谊会在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举行，50名琴澳青年共
聚AHA港澳青年孵化中心，以舞为
媒结交志同道合好友，畅谈琴澳发展
未来。

当天，联谊活动在鲜花和小礼品
的环绕下，以面具舞会的形式揭开序
幕。参与活动的琴澳青年根据编号现
场分组配对，通过游戏互动了解熟悉
彼此，打开了深入交流的“话匣子”，展
现不一样的青年风采。

随着话题不断深入，不少澳门
青年表示非常满意在合作区的生
活，也期待能扎根横琴，共同建设横
琴这片新家园。在横琴创业的赵先
生表示，合作区的优惠政策招揽了
众多高学历人才汇聚于此，通过这
次活动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希望未来在合作区遇到可以携
手共进的伴侣。

“横琴与澳门的距离非常近，未来
在横琴组建家庭后也能很方便地与澳
门家里人保持联系、经常见面。”来到
横琴已一年多的郑先生看到，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澳门人在横琴工作生活，

自己在面积广阔、环境优美的横琴能
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并没有任何
不适应。

据悉，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委横琴
工委党建工作处、AHA港澳青年孵
化中心、横琴新阶联等多方共同组织
筹备，旨在促进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工作的青年友好交流，提升青年幸
福感，丰富青年在横琴工作的业余生
活。

活动吸引了超过100名琴澳两
地青年报名，其中大部分是在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创业或者就业的青年
人。活动主办方负责人郑益伟表示，

希望通过青年间的交流互动，让横琴
发展成果更加广为人知。“举办有利
于琴澳青年交流互动的活动，是我们
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也希
望通过为港澳青年提供一站式创新
创业服务，助力创业者的梦想在横琴
开花结果。”

两地青年“舞”动青春展示风采
琴澳青年联谊会在合作区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5月16
日，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中学首
届“缤纷子期·青春飞扬”艺体节拉开帷
幕。

5月17日，“一体同心”趣味运动
会精彩上演，同学们全员参与，热情高
涨，项目丰富多彩，瞬间燃爆了整个校
园。四向拔河、毛毛虫竞速、2人3足运
球、篮球行进间投篮接力、合作跑、森林
不倒……操场上热闹非凡，整个操场变
成了欢乐的海洋。5月20日，95名同
学登上舞台，举行班级合唱比赛，歌声
或激情澎湃，或余音绕梁，现场高潮迭
起，十分精彩。

海报上新颖巧妙的构图、别具匠心
的文案、画龙点睛的色彩搭配，展现着
百花齐放、创意十足的子期风华；艺术
作品展上色彩的碰撞、点线面的勾画，
让大家沉浸在艺术海洋；创意墙绘为平
日里不起眼的墙面，赋予了新的色彩和
图案，引人驻足遐想……随后，还有首
届班主任节、“海报集结号”、艺术作品
展、创意墙绘等活动，让该校师生共享
一场艺术盛宴。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艺体节
充分展示了子期实验中学师生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展示了学生的青春风采
和校园艺术教育的成果。

琴澳青年交流互
动现场。

AHA港澳青年
孵化中心供图

横琴“民生大舞台”系列文艺汇演节目形式多样。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崔莹 摄

培养航空航天兴趣
加强粤澳青年交流
澳门开展青少年科普书籍阅读奖励活动

琴澳两地居民切磋才艺
横琴“民生大舞台”系列文艺汇演活动走进莲花社区

子期实验中学首届艺体节拔河比赛。本报记者 曾遥 摄

享受运动快乐 共享艺术盛宴
子期实验中学举办首届艺体节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系列宣传活动开启。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