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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5月 28
日，携程旅行与长隆集团联合打造的
露营产品“Long Trip听海奇趣营”
在珠海长隆横琴湾酒店正式开营，依
托两大旅行品牌的资源优势，创新露
营产品的“新鲜玩法”，合力打造“平
台+景区”共建的高品质露营地标
杆。目前，用户可在携程平台预订该
营地的端午假期营位，包括单人预订
及6人以上团队预订。

根据携程发布的数据，自2021年
下半年至今，携程平台的露营产品数
量增长10倍以上，目前已经拥有覆盖
29个省份167座城市的产品供消费者
选择。在该平台露营产品订单中，“本
地+周边”的预订比例达85%，其中本
地占比达50%以上；从用户年龄层来
看，40岁以下人群占比超过8成，其中
21-30岁的人群占比近一半。即将到
来的端午假期，平台露营产品的预订
量较“五一”假期高出一倍以上。

在“露营热”愈来愈旺的同时，也
有不少用户反馈：“露营地‘照骗’太
多”“野生露营地软硬件设施差劲”。

据携程调研，超过50%的用户表示痛
点集中于“营地配套设施待提升”和

“无法判断露营地优劣势”。
携程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此背景

下，携程与长隆联合共建“Long Trip
听海奇趣营”露营地，依托长隆横琴湾
酒店优秀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度假资
源，通过携程的“营销矩阵”以及在露营
行业的运营管理能力，为露营地专业
化、品质化发展提供借鉴性案例。

此次开营的“Long Trip听海奇
趣营”营地坐落于长隆横琴湾酒店南
花园，在逾2万平方米的海景草坪上搭
建。“游客掀开帐篷就能一览大海的景
色，营地丰富的度假项目让旅行的用
户可享受多重体验。”珠海长隆相关负
责人介绍，营地分为亲子休闲露营区、
浪漫海洋露营区、动物互动区、打卡氛
围区和演艺区五大区块，包含精致下
午茶、篝火晚会、萌宠互动体验、DIY彩
绘体验、临海荡秋千、马术展示、国际精
彩表演等，无论是亲子出行还是情侣、
朋友携伴出游的露营游客，都将享受
到露营的新乐趣。

携程联合长隆共建“听海奇趣营”

强强联手打造“露营+”新标杆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为让居
民体验端午节的民间习俗，弘扬民族
传统文化，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5月
27日，荷塘社区党委、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社区妇联联合乐益社工，开
展了“荷”您在一起——我们的节日端
午节赛龙舟活动。

“端午节起源于中国，也是中国首
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
日……”活动伊始，社工从历史渊源、
民间习俗、文化内涵等内容向居民进
行科普，加深了居民对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认识，让大家深切体会中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

接着在“答题赢龙舟碎片”环节，
社工将居民分成4组，抢答问题正确
可获得用泡沫板材料制作的龙舟碎片
一张，直到集齐所有龙舟碎片即可点
亮“赛龙舟”的图标。“以下不属于端午

节的俗称的是？”……在激烈的答题竞
赛中，大家摩拳擦掌，争先恐后。

“龙舟来了！”最后，居民将获得的
龙舟碎片进行组合和拼接，拼好后，大
家玩起了“旱地龙舟赛”。在社工的一
声令下，比赛开始，四种颜色的龙舟驶
出起点，伴随“一二、一二”“左右、左
右”的口号，大家用脚控制龙舟的行进
方向，按口号节奏在旱地上整齐划一
地“划船”，“夹着”龙舟奋勇前进。比
赛结束后，居民纷纷表示，旱地龙舟赛
太有意思了，大家齐心协力向前冲的
感觉太好了。

本次活动不仅让居民感受到了端
午节的文化魅力，深入了解传统节日、
传承文化习俗，也在互动中明白了团
结协作的重要性，促进了与邻为善、互
信互助的良好氛围，增强了社区的凝
聚力，增进了邻里和谐亲情。

体验端午习俗 感受传统文化
荷塘社区举办“赛龙舟”活动

居民在拼接“龙舟”。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近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社区举办了
一场以“相约莲花，粤澳精婴共育”为
主题的社区治理创新微公益行动。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护师
邓宜雅，给莲花社区育龄家庭以及
慕名前来的20多位育龄宝妈、其他
家庭成员开展了《婴幼儿喂养及护
理》的公益讲座，并进行了相关育
婴知识的有奖竞答和婴幼护理操
作体验。

如何做到科学育儿、智慧教养这
是许多育龄家庭尤为关心的问题。
邓宜雅在讲座中，从“营养是儿童生
长发育的物质基础”“母乳喂养”“重
要的养护——睡眠”“家居护理”四方
面，让育龄家庭重新了解婴幼儿的养
育重点。讲座结束后，邓宜雅带领大
家进行了有奖竞答，养护实操体验，
让育龄家庭成员能更有效掌握高质
量的育婴知识，提升养育“精婴”的能
力。

横琴社区治理创新微公益行动在莲花社区举办

科学育儿 智慧教养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5月26
日，横琴第一小学举办了主题为“弘扬
劳模精神·传承中医药文化”的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既是该校劳动月之劳
模进校园活动，也是为了推动中医药
进校园组织的活动，活动邀请到了珠
海市2020年劳模代表、粤澳合作中医
药科技产业园的中医博士陈彩玲和中
医生们讲述中医药文化。

陈彩玲在主题为“我的中医职业
之路”讲座中，讲述自己的中医药学习
和工作，在中医职业道路上的艰辛和
努力，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的坚持和
不放弃，以及在传播中医药文化过程
中的责任和使命。

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枚银针联
通中西、一缕药香跨越古今，中医药是
中华民族的瑰宝，陈彩玲向同学们介
绍了中医的望闻问切、中医的外疗法，

如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等中医保健
方法，以及经络、穴位等中医药知识。

随后，中医生王莹为同学们介绍
了八段锦中蕴含的中医理论，并现场
教学动作要领。同学们听着音乐、跟
随着动作要领，一起学练八段锦健身
操，强身健体。中医生姚美婷为大家
介绍了驱蚊香囊中用到的中药材及每
一种中药材的作用，并讲解了驱蚊香
囊的制作方法。

据悉，横琴第一小学作为广东省
劳动教育特色学校、中医药进校园试
点学校，该校将中医药文化课程与劳
动教育相融合，在学生种植养护中草
药、制作中草药标本、利用中草药制作
艾糍、薄荷膏、制艾条等亲身的劳动实
践中，认识中医药文化，培养学生对中
医药文化的热爱，为传承中华文化不
懈努力。

中医药文化走进校园
横琴一小学生在劳动实践中学习传统文化

在横琴设立“智慧中枢”
突破多项“卡脖子”难题

原妙医学的创始人李志荣是土
生土长的澳门人。他在上世纪80年
代赴法国留学期间，结识了一批同
样在法留学的医学博士，从此踏入
医疗大健康产业。

2011年，李志荣把目光投向与
澳门一水之隔的横琴，这里与澳门
路桥相连，两地往来十分便利，再加
上国家赋予横琴的新政策，于是他
把原妙医学迁到了横琴。公司主打
介入医疗器材、体外诊断试剂盒等，
也涉及个人护理产品、健康保健产
品等，产业环节涵盖研发、生产和销
售等全链条。

一开始，原妙医学以医疗产品
贸易为主，慢慢地，原妙医学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要实现企业可持续发
展，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造
独具竞争优势的核心“拳头”产品。
2018年，原妙医学加大研发领域投
入，在这一领域有了清晰而完整的
布局。而位于横琴的研发中心，也
成为了原妙医学的“智慧中枢”。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卡脖子’
难题，可以说我们做研发，是被‘逼’
着往前走的。”郭爱军坦言，此前，国
内不少医疗器械都依赖进口，通过
引进国外同类型产品进行仿制，而
且这些产品无法机械化生产，只能
靠工人手工制作，这也导致产品成
本和价格居高不下。

为此，原妙医学与国内顶尖科

学家、医学家和院士建立了紧密的
交流机制，与知名三甲医院、国内一
流大学、全球顶尖医疗中心开展了
研发合作。郭爱军说，在产学研转
化过程中，原妙医学坚持“医工结
合”理念——由临床医生提出实际
需求，再从工程学的角度解决医生
遇到的问题。比如，原妙医学与高
校合作，以纺织方法制作支架，具有
较强的支撑力和安全性；与生物医
学工程研究所合作，借助材料学相
关技术研制止血粉，达到快速止血、
缩短病程的效果。

短短4年来，原妙医学已申请
66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4项，实
用新型专利43项，外观专利7项，相
关专利已经转化成公司重点产品，
如取石网篮、活检针、同轴针、导丝
等，其中18个产品取得中国医疗器
械产品注册证。

借力合作区政策东风
多个“黑科技”产品即将面世

近年来，原妙医学一个又一个
“黑科技”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交到手术室里的临床医生手中。郭
爱军如数家珍地介绍着一个个新产
品的名字：有“八爪鱼”之称的全编
织网篮于今年1月份上市，可以应用
于肾结石的取石操作，能大幅减少
网篮对身体组织的刺激；目前，原妙
医学已自建高标准镍钛形状记忆合
金生产线，实现了关键工艺机械自
动化，今年6月份可开始规模化生
产……

“我们的介入医疗器械已涵盖
消化科、泌尿科、心血管科、呼吸科
等多个学科，此外还开拓了体外诊
断试剂、中医药、个人护理、健康保

健等领域。”原妙医学商务总监黄丽
桐介绍，原妙医学进驻产业园后，启
动了中医药大健康板块产品的研发
和生产，聚焦专业的口腔护理和皮
肤护理两大领域。目前，该公司与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南方
医科大学联合，把澳大利亚鸸鹋油
与中草药护肤原料相结合，研发出
5款鸸鹋油修复护肤产品。

黄丽桐表示，原妙医学尤其看
中合作区相关进出口免税政策及
药械通的有关政策。《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对
合作区内企业生产的不含进口料
件或者含进口料件在合作区加工
增值达到或超过 30%的货物，经

“二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
日前，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2022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
工方案》，将高水平推进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其中包括扩大
适用“港澳药械通”的药物和医疗
器械目录等。

“随着横琴澳门两地生活的不
断融合，越来越多的澳门居民在横
琴居住，我们正筹备在横琴建设一
个面向澳门居民的诊疗机构，通过
港澳药械通政策，引进港澳上市的
国际先进的药物，让在横琴的患者
可以使用国际最先进的药物。”黄丽
桐透露，该项目已完成前期工作方
案，预计明年年初正式运营。

接下来，原妙医学还将加大研
发投入，加强与澳门医院和高校的
交流与合作，并把试剂盒等高净值
产品搬到合作区生产。“我们也希
望，在医疗政策、生物医药的研发政
策上，横琴能够逐步与澳门趋同，成
为国内政策创新及开放的充满活力
的试验田。”黄丽桐说。

本报讯 记者钟夏 陈子怡报
道：激情绿茵，热力开赛；魅力琴澳，
共筑未来。5月28日，第七届“琴澳
杯”足球联赛暨足球嘉年华在横琴
天沁园体育公园足球场正式启动。
本次比赛邀请到来自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珠海市及澳门的8支队伍参
赛角逐。

据悉，本届赛事是合作区挂牌成
立以来举行的首个大型足球赛事，旨
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打造琴澳文体
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两地广泛交往、
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绿茵场搭建琴澳交流平台

据介绍，历经数年培育发展，“以
球会友”的绿茵场搭建起琴澳两地交
流感情、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琴澳
杯”已经成为彰显湾区青春活力的一
张靓丽名片。合作区将坚持以体育运
动为纽带，积极组织开展体育赛事活
动、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交流，加快
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随着七彩气球飞向天空，第七届
“琴澳杯”足球联赛拉开帷幕。据悉，
“琴澳杯”是由横琴足球协会打造的8
人制成年足球品牌赛事，自2015年开
办至今已举办了6届。本次赛事分为
A、B两个小组，其中A组包括澳门环

保科技队、横琴足协球友队、澳门科技
工程发展队、鹤洲新区政企联队；B组
包括澳门运动之友队、澳门琴澳青年
队、横琴粤澳深合区明星队、澳门街坊
会联合总会队。比赛将分别决出两个
小组的冠、亚、季军、殿军，获得奖杯及
奖牌等奖项。

在参赛的队伍中，澳门琴澳青年
队的成员共有18位，均由在横琴就业
创业的澳门人组成，梁家星便是其中
一员，他感叹道：“澳门街头足球文化
盛行，这次比赛吸引了不少澳门年轻
人参与。横琴有宽阔的场地和优美
的环境，希望能多举办这类型的活
动，让更多澳门居民关注横琴、到横
琴发展。”

推动琴澳“体育+”多元合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
体方案》提出，要高水平建设横琴国
际休闲旅游岛，支持澳门世界旅游
休闲中心建设，在合作区大力发展
休闲度假、会议展览、体育赛事观光
等旅游产业和休闲养生、康复医疗
等大健康产业。如今在横琴，健身
场地、设施不断完善，全民健身赛事
日益活跃，体教融合、体卫融合、体
旅融合逐步深化，由“政府主导、多
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全民体育
新格局正加快形成。

永利关爱基金是本次赛事的主办

方，其负责人表示，本届赛事的举办，
是琴澳深度合作交融的体现，也充分
展现出体育盛事的魅力。未来将持续
推动澳门与横琴“体育+”多元发展与
紧密合作，助力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
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

本届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行足球
嘉年华活动，重点面向琴澳青少年及
亲子家庭，设置丰富多彩的趣味游戏

与互动活动，让孩子们在快乐氛围中展现
自我、享受运动，将足球运动的种子播撒
在他们心中。

横琴足球协会会长朱广辉表示，希望
集聚琴澳力量，发挥联动优势，立足合作
区培育更具影响力的原创赛事与体育品
牌，为粤港澳大湾区热爱足球运动的青少
年带来专业、高质量的足球训练及比赛，
为实现中国足球梦作出贡献。

“以球会友”促进琴澳两地交流
第七届“琴澳杯”足球联赛暨足球嘉年华启动

采写：本报记者 陈雁南
摄影：本报记者 曾 遥

“这是经支气管镜肺活检术需要用到的器
械，也是目前市场上的主打产品。”在粤澳合作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珠海原妙医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原妙医学”）实验室，该公司技
术副总经理郭爱军向记者展示了公司生产的
部分医疗器械。他手中的这个“黑科技”产品，
可以在人体内“拐弯”，到达病灶附近后，把目
标组织精准取出进行活检，这样可以避免传统
手术方法容易造成的气胸或交叉感染。

原妙医学早在2011年落户横琴，2019年
成为最早入驻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
企业之一。从代理国际知名品牌的医疗产品，
到现在拥有多领域自主研发产品，原妙医学在
横琴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克服欧美国家
垄断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把一个又一个新型
医疗器械从实验室送进了手术室。如今，原妙
医学已申请66项专利，销售网络已覆盖全国
1000多家三甲医院。

创新实干走上自主研发之路
珠海原妙医学已申请66项专利，销售网络覆盖全国1000多家医院

第七届“琴澳杯”足球联赛比赛现场。 横琴足球协会供图

位于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原妙医学。

原妙医学生产的医疗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