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油气业是金湾区重点发展
的传统海洋经济产业。12年前，中海
石油深海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海公司”）在高栏港经济区（今珠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主要
负责荔湾3-1、流花34-2以及番禺
34-1等7个气田的勘探开发建设和
生产工作，是中山嘉明电厂等企业能
源主要提供者，为粤港澳大湾区
3000万居民提供清洁能源。

2020年，深海公司推进智能化转
型，打造智慧气田。班组人员攻坚克
难，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超300个中
控关键点位的数据采集、智能化分析，
拉开了终端打造“智慧气田”的序幕。
如今，工艺异常预警、调节阀偏差反馈
等多项自主智能化项目已得到实施，
显著提高了生产管理精细化、智能决
策科学化水平。

转型升级不仅在于生产技术与
智能化管理的升级，还在于产业链的
优化。近年来，金湾区引进了太阳鸟
游艇、江龙游艇、佳航游艇、杰腾游
艇、杰鹏游艇等游艇制造龙头企业。

“和传统的基于交通运输、生产装备
的船舶制造业不同，游艇制造业是基
于消费的，在休闲旅游这样的服务业
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珠海太阳鸟
游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白银表
示。

据了解，近年来，太阳鸟游艇不断
转型升级，不仅在设计与制造技术上

不断走向数字化、智能化、模块化，大
力发展新一代新能源、无人艇技术，还
在新消费模式上不断拓展海岛游、游
艇租赁、游艇驾驶培训等更多衍生产
品和服务。

此外，太阳鸟游艇还与高校合

作，让企业专家走进珠海城市职业技
术学院，担任游艇设计与制造专业客
座教授，又让学生走进企业实习基
地，让金湾区既能培养人才，也能留
住人才。

“下一步，金湾区将继续建设游艇

制造基地，以太阳鸟游艇等龙头企业
为核心，发展豪华游船游艇和各类帆
船，积极拓展国际游艇市场，推动开展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促进游艇产业发
展壮大。”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
展局相关负责人说。

转型升级

传统海洋产业重获生机

在2019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中，有一个分论坛的主题格外引人注目——“海洋：最熟悉的‘陌生人’”。论坛提出，海洋虽然有取
之不尽的宝藏，但却亟待保护。

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金湾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2021年，全区海洋经济产业总产值83.64亿元，同比增长25%；2022年1月-4
月，海洋经济产业实现产值34.19亿元；同比增长21.2%；实现增加值5.55亿元，同比增长28.1%。与“先污染再治理”的理念不同，金
湾区探索的是一条与海洋共生的发展之路。

今年，金湾区将海洋经济囊括在“5+2+N”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布局包括装备制造区、游艇产业区和高栏港综合保税区在内的“7+
3+1”产业园区，以海陆统筹的方式，重点推进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和游艇制造业发展，并以滨海旅游业的发展为契机，延长海洋经济产
业链。在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寻求发展的道路上，金湾区正在将最熟悉的“陌生人”变成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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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单套脱碳单元运转也能够
满足当前生产需要！”4月19日，白云
天然气作业公司高栏终端的中控室
里，生产主操周瑞盯着海管上岸与外
输干气的二氧化碳含量，兴奋地说。
当天，高栏终端单套脱碳系统运行测
试方案实施成功，外输干气的二氧化
碳含量稳定在2％左右。

据了解，2021年8月，随着“深海
一号”超深水大气田天然气正式通过
白云气田高栏支线进入广东天然气
管网，高栏终端成为连接中国海油南
海东部、西部两大海域海气供应的重
要枢纽。为了保证在全月外输总量
不变的前提下，优化各个气田配产，
以达到节能减排、节约成本的目的，
高栏终端运维班组总监马振华带领
班组成员，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提升
了脱碳单元处理能力，实现了高栏终
端单套脱碳系统运行。经核算，高栏

终端停运一套脱碳单元可每天节电
超35000千瓦时，节气约1.5万立方
米，折合标煤约为22吨/天，节约费
用约5万元/天。

节能减排的担当还体现在新兴海
洋产业的发展上。中海福陆作为海洋
工程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其
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领域的核心作
用，对海工装备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关
键工艺和技术进行系列创新和绿色化
改造。同时，通过强化自身的绿色生
产，引领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共同
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比如在涂装环节，我们采用目前
国内海工装备制造业内最为先进的沸
石转轮有机废气处理工艺。相比于传
统的活性炭处理，它的性能非常稳定，
有机废气的净化率稳定保持在95%
以上。”中海福陆珠海场地规划资产部
经理王昕告诉记者。

绿色先行

经济发展潜力释放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5月22日
下午，2022年金湾区社科普及基层行活
动“一园蔬菜成了精”活动在双湖社区展
开。多组参加此次活动的亲子家庭相约
走进菜市场，共同学习如何辨识蔬菜品
类。

本次活动由金湾区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主办，旨在传递关于蔬菜的实用知识，
丰富青少年生活常识，让他们在实地探索
中找到学习的乐趣。

活动当天，亲子家庭早早地来到广安
便民市场。在破冰游戏“蔬菜拼图”中，孩
子们怀揣着好奇与热情，紧握手中的拼
图，机智、迅速地完成游戏任务，顺利找到
了小组的队友。

“请大家细心留意摊位里的各样蔬
菜，什么形状、什么颜色、什么味道，我们来
看看哪支队伍以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叶菜
类蔬菜噢！”老师的话音刚落，孩子们便按
捺不住，拿着购物资金欢快地奔向蔬菜摊
位，午后的菜市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经历一段时间的自主探索后，孩子们
满载而归。老师带领亲子家庭回到双湖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让孩子们分享在菜市
场的发现与收获，与家长一起共同学习蔬
菜的名字。随后，一场“盲猜蔬菜”将活动
推到了高潮：将孩子们双眼蒙住，让他们
只能依靠触感、嗅觉辨识蔬菜。“这个活动
非常有趣，以后就不会买错菜啦！”现场，
孩子们兴奋地表示。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练
老师来啦！知道你今天要过来，我昨天
就高兴了一整天。”5月22日，红旗镇军
建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练萍来到了她和慈
善团队资助的学生家里，学生兴高采烈
地迎接了她。自从2016年来到军建小
学，练萍就和慈善团队陆续资助了26名
家庭困难的学生，其中4名是长期资助
生。

“军建小学是一所‘小而美’的乡村学
校。因为规模小，所以需要教师练就‘十
八般武艺’，承担多样的工作。让教师们
坚守下来的，是孩子们淳朴、美丽的心
灵。”练萍说。

2016年，练萍开始在军建小学当班
主任。在家访过程中她发现，自己班上
的部分孩子家庭条件非常困难。“家访
回去之后我心里非常难过，我觉得我必
须做点什么。”练萍说。2017 年，她加
入了珠海市理想大家庭慈善协会，带着
机构的成员走访了军建小学的26户特
困户。

在慈善机构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
了解了军建小学，开始向这里的孩子伸出
援手。每逢中秋节、春节等中国传统节
日，练萍就会和慈善团队一起，为特困户
送去爱心人士捐赠的油、米，还有孩子们
的新衣服、新鞋子。从2017年到 2022
年，练萍走访资助家庭近200次。

除了联系社会上的爱心家庭、企业，
争取资助资金外，练萍还练就了“十八般
武艺”：在一线的教学中，她是英语老师；
当班主任的时候，她承担起道德与法治
课程的教授；在行政工作中，她负责的劳
动教育特色项目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教
研团队中，她是将教学方法倾囊相授的指
导老师……

“最初我选择成为一名教师，只是因

为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但随着职业生
涯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感动瞬间，看着孩子
们一点点进步，我确信这是我要坚守的事
业。”练萍说。

在她和慈善团队资助的学生中，有一
名学生评上了珠海市十佳美德少年。接
受颁奖时，孩子只说了一句话：“我只想好
好感谢我的练老师。”然后孩子就被泪水
哽咽住，冲下台抱住了练萍。练萍的眼眶
也瞬间湿润了。

教书不止于书本，育人不止于课堂。
现在，练萍一边继续关注特困家庭的学
生，一边在一线教学工作之外，打造劳动
教育“1+X”课程。据了解，军建小学在校
内建设了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幸福田园”，
包括太阳能无土栽培园、蔬果园、中草药
园和班级责任田，不同年级的学生可以在
基地掌握不同的劳动技能。

“我们在劳动周、劳动主题月中有精
彩纷呈的活动，学生在玩中学，劳动素养
得到了不断提升。接下来，我们全体教师
将共同把军建小学打造成一所具有劳动
教育特色的精致学校。”练萍说。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
深化“少年儿童心向党”主题实践活动，
帮助青少年理解“红船精神”的丰富内
涵，5月22日，大虎社区党委、妇联、关工
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开展了以“弘
扬红船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青
少年手工制作活动，吸引了20名青少年
参与。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
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

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是‘红船精神’的
内涵。”活动中，青少年首先观看了《百家
讲坛》之《中国精神1——红船精神》视
频，在学习、探究、实践中了解党的历史变
迁，体验共产党人一路走来的艰辛。

随后，在社工的指导下，青少年进行
了红船模型手工制作，一起讨论拼装技
巧，互相启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一艘艘精美的红船模型诞生。“在视频中
学习、在手工制作中加深印象，是孩子们
比较喜欢的学习方式，接下来会有更多有
趣的课堂，鼓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让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大虎社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感
谢金湾法院，感谢国家好制度，我们家孩
子有救了！”近日，在金湾区人民法院会议
室，3名特殊申请执行人的家属代表接过
沉甸甸的“全国助残日”司法救助款，紧紧
握着法院工作人员的手说。

据法院工作人员介绍，接受司法救助
的3名当事人，分别由于交通事故、劳动
争议等原因致残或陷入生活困难，而肇事
方或责任方无法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金

湾区人民法院按照当事人伤残程度与其
他具体情况，为3名当事人发放司法救助
款共28万元。

据了解，金湾区人民法院为残疾人提
供贯穿整个诉讼活动的“一站式”绿色通
道，利用司法救助制度发放司法救助款，
向社会传递了“司法温度”。据统计，自
2017年至今，该法院为350余名符合救
助条件的申请人发放司法救助款共计
635.4万元。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金湾法院发放“全国助残日”司法救助金

“最美金湾人”教师代表练萍：

为孩子练就“十八般武艺”

让“红船”在青少年心中“起航”
大虎社区开展“弘扬红船精神”青少年手工制作活动

青少年在制
作红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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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菜市摊档丰富生活常识

金湾萌娃学习辨识蔬菜品类

练萍和学生在一起。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从最熟悉的“陌生人”到经济发展的“绿色空间”

金湾加速释放海洋经济发展潜力

“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能源报
国、‘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
里’的嘱托，中海福陆加满了油、把
稳了舵、鼓足了劲。”中海福陆重工
有限公司生产运营中心负责人王长
林表示，目前，公司正在建设流花
11-1导管架，其设计高度为338米，
重量达 37000 吨，是中国海油国内
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的
重点项目，也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的超大型深水海洋油气装备，建成
后，将刷新“海基一号”的深水导管
架亚洲纪录。

不仅如此，中海福陆的海洋工程
装备正在不断地走出去——香港第一
座垃圾发电项目HKIWMF项目由中
海福陆承建，相比同等规模的燃煤电
站，该垃圾电站每年二氧化碳排放减
少量高达44万吨；加拿大LNG项目
中，有中海福陆承揽的157个模块，该
项目是近年来全球金额最大的LNG
行业投资项目；英国Seagreen项目
中，有中海福陆承揽的34套风机底
座，总重约为67000吨，建成后将安装

到苏格兰海岸，帮助英国海上风电发
展实现新的跨越。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是新兴海洋产
业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金湾区立足
现有产业基础，结合建设珠江西岸先
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的目标，加快提升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产业能级、量级。
除了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司深水海洋
工程装备制造基地外，金湾区还引进
了三一海洋重工、烽火科技、珠江钢
管、巨涛海洋工程等行业龙头项目，其
中，珠江钢管为我国海底钢管的工程
应用拓展至海底1500-3500米深度
解决了“卡脖子”技术难题，最近4年
获得专利授权12件，项目成果产业化
累计实现新增销售额3亿元。

目前，金湾区推动海洋工程装备
制造业优势配套产品智能化、集成化
发展，初步形成研发、制造、服务的全
产业链，现已有规模以上企业13家。
2021年1月-4月，金湾区海洋工程装
备制造业实现产值28.26亿元，同比
增长58.3%；实现增加值5.69亿元，同
比增长63%。

技术突破

新兴海洋产业蓬勃发展

中海石油深海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的荔湾3-1平台。

太阳鸟游艇。

中海福陆海洋工程装备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