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金山公园巨大的草坪上，五颜六色的帐篷连成片，
彰显青春之城活力的模样；在金湖公园广阔的草地上，野
餐的人们伴着夕阳游玩，描绘人与自然的和谐图景；在中
心河湿地公园的河边，一家子人其乐融融的场景，成了城
市跨越的新形象。

……
端午佳节逐渐临近，露营热潮方兴未艾。
在金湾，城市的跨越式发展，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露

营空间，吸引着更多市民到此体验露营的乐趣。人们借

户外露营的机会，得以走进这座年轻的西部新城，见证这
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巨变。

从海边的滩涂地，蜕变为城市新中心，金湾以令人
振奋的发展速度，持续刷新人们对于西部新城的认
知，打造形成珠海建筑与自然融合、产业与人居兼顾
的城市名片，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外出露营的首选
目的地。

现在，当我们将这些点位一一串联，一幅全景式的金
湾露营地图已徐徐展开。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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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营地、海滨风情、秀丽河堤……

端午佳节出游 露营乐在金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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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生活在金湾航空新城的
人们发现，在这片约3.8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相继落成了金山公园、
中心河湿地公园等多个休闲休憩
场所。这些公园不仅迅速成为周
边居民的散步好去处，也为露营活
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金山公园，开阔的草坪与壮
观的城景交融，为市民们创造了独
一无二的景观空间——代表珠海
西部第一高度的金湾国际商务中
心用巨大的阴影荫庇了在公园露
营的人们。配套的运动场地、绚烂
的花草植被，传递着金湾宜居宜业

的城市能量。
在中心河公园，流淌的河水记

录了这片土地的变迁，也用肥沃的
水土孕育了极为丰盈的植被。在
金湾人的精心打磨下，连片的休闲
空间成为了这个公园的标志，邻近
金湾华发商都也让购物格外便利，
为人们露营提供了新选择。

当人们放眼整个金湾区，这样
的露营点位还有许多。金湖公园、
大门口湿地公园、平沙新城公园、
海泉湾时光序等地，都是适合露营
的好去处。

其中，在金湖公园，山、湖、海

相聚的壮丽美景，与精心设计的
公园景观融为一体。人们沿着湖
岸搭起一顶顶帐篷，放空身心，
极目远眺，视野可达隔海相望的
横琴。此时，约上三五知己，品
味野餐的乐趣，也品味着岁月的
静好。

在大门口湿地公园，缓慢流动
的河水，带来清新的空气，配上开
阔的草地，造就了一流的露营环
境。在公园里，人们不仅可以体验
到皮划艇的乐趣，也可以乘坐小火
车环绕赏景，找到远离城市生活的
片刻宁静。

第一站：城市公园

纵览城市最美风光 体验露营与美相伴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近年
来，金湾区加快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提
高灾害防御能力。今年2月，“持续推
进滨海商务区机场东路东侧排洪泵
闸工程”被选为 2022 年金湾区十件
民生实事之一。记者从金湾区获悉，
该项目目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预计
今年6月完工，7月竣工验收后即可

“上岗”。
初夏时节，位于三灶镇的滨海商

务区机场东路东侧排洪泵闸项目建设
现场，一派火热场面，工人们正紧张有
序地进行室外地面、绿化等施工作
业。“排洪闸、排水泵站等设施目前已
全部施工完毕，19个闸室设备及7台
排水泵单体调试已完成，可用于临时
防洪度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室外地
面、绿化等附属设施收尾工作及自动
化联动调试，预计到 6 月底全部完

成。”该项目负责人吕学义介绍。
据悉，该泵闸的主、副排洪渠水闸

均具有双向挡水、泄水功能，其中主渠
水 闸 净 宽 80 米 ，水 闸 设 计 流 量
165.83m3/s，副 渠 水 闸 设 计 流 量
33.17m3/s。泵站选用7台斜式半调节
轴流泵机组，总设计流量91m3/s。项
目建成后能有效缓解东咀片区的内涝
问题，不仅可应对30年一遇的24小时
降雨，还可抵御较大的外江潮水。

接下来，金湾区将继续推进水利
工程建设，全面开展海堤提升等水利
工程建设，开展小林联围红旗段和平
沙西堤等外江海堤达到百年一遇防洪
标准提升建设。同时，还将重点推进
中型水闸的安全鉴定和除险加固等维
修任务，加强小型水库管理，筑牢防汛
的“铜墙铁壁”，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

滨海商务区机场东路排洪泵闸预计7月竣工

可抵御较大外江潮水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为了帮
助青少年从小培养理财观念，养成勤俭
节约的意识，5月29日，平沙镇南新社
区组织辖区15组亲子家庭，在社区党
群活动室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之“小
鬼当家”体验活动。

“小朋友们平时有没有当过家？
如果让你当家，你最想做什么呢？”活
动中，受邀的中国银河证券工作人
员，结合视频和PPT等多种形式，向
现场的小朋友和家长讲解货币用途、
如何管理金钱等财商知识。在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小朋友根据爱心表
达、投资未来、平时开支三个方面，到

“模拟超市”进行采购和消费。随后，
大家填写了自己的压岁钱管理表格，
并分享了采购原因。“我要买甜甜圈
给奶奶吃”“我要买耳机给父母听音
乐”……尽管每个小朋友的答案都不
一样，但每一句话都透露出对家人的
关爱。

据悉，此次活动由南新社区党委、
居家养老服务站主办，南新社区妇联、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协办，旨在通过体
验式的互动学习，促进家庭成员之间
的沟通交流，同时让小朋友在动脑、动
手中养成节约用钱的好习惯，树立正
确的消费观念和理财意识。

平沙镇举办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消费观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为充分
发挥公证制度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中的职能作用，切实化解社会矛盾，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5月26日，金湾区司
法局与区检察院举行《刑事案件赔偿保
证金提存工作机制（试行）》联签仪式。
这意味着珠海市首个刑事案件赔偿保
证金制度正式出台。

刑事案件赔偿保证金提存机制，是
指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
赔偿意愿且有赔偿能力，但因被害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诉求没有得到
满足，或因双方矛盾激化等原因而致未
能达成和解协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主动表明赔偿意愿并向公证机构申请
提存一定数额的赔偿保证金。在此情
况下，检察机关根据在案证据情况，综

合评价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依法
可以对其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或者在
认罪认罚量刑建议中予以酌情从轻考
虑。

近日，金湾公证处已经依照上述工
作机制，对一宗交通肇事案办理了全市
首宗赔偿保证金提存公证，金湾区检察
院在取得公证处出具的提存公证书后，
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适用了非羁押性强
制措施。“刑事案件赔偿保证金提存机
制的出台具有重要意义，是公证服务主
动作为，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
促进和谐稳定的一次大胆尝试。”金湾
区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两
家单位将结合具体实践，进一步完善操
作流程，确保该项机制落地生根，让司
法更公正、高效。

金湾出台全市首个
刑事案件赔偿保证金制度

户外露营，本是追求身心愉悦。然
而，如果不遵守一些露营规矩，就会严重
影响自己与他人的露营体验。为此，金湾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了部分露营的
基本礼仪和规则，助力市民大众享有安
全、有序的露营时光。

做好疫情防控 尽管露营大多是在户
外开阔的场所，但是疫情防控工作仍然不
可忽视。参与露营的市民大众应遵守并
积极配合当地和露营场地的防疫规定，前
往人群聚集场所时记得佩戴口罩。

保护自然环境 露营是亲近自然的活
动，自觉维护环境卫生、不随意破坏植被、
不伤害小动物，是每一位露营者都应达成
的共识。同时，露营产生垃圾应做好分
类，在离开时保持地面干净整洁。

重视防火安全 露营区域往往草木茂
密，用火安全应得重视。露营时，请务必
遵守场地或公园的要求、注意用火安全。
如果是在严禁明火的地方，禁止使用烧烤
炉、煤油灯及一切焚火用具。

保持和谐关系 如果不是独享一整片
区域，免不了与同来露营的“邻居”打交
道。保持礼貌、互不打扰，是最基本的礼
仪，尤其在使用音箱、饮酒娱乐等情况下，
更要注意照看小孩。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最兴奋的莫过于
孩子们。各位家长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小
朋友，避免危险的发生和对邻居的打扰。
同时，也要注意文明养宠，避免造成纠纷。

备好常用物品 除了帐篷、食品，盛夏
时节、草盛虫多，防蚊虫叮咬的药水必不
可少；乍暖还寒，天气多变，防晒霜或遮阳
的帽子、一件稍厚的外套，也是露营不可
或缺的装备。

注意事项

做好垃圾分类
享乐不忘环保

如果没有露营的工具，又对户
外心向往之，前往配套器具及露营
服务的专业营地，不失为一个好的
选项。随着“露营热”的持续升温，
金湾相继涌现了冶野、依起野、沉
香小镇等多个专业营地，充实了露
营爱好者们的“目的地清单”。

那么，为什么这些营地，都选
址在金湾呢？

优质的自然景观资源，是金湾
露营的天然优势。位于高栏港飞
沙村旁的冶野弄坑溪谷露营地，是
不少人眼中的“网红营地”。该营
地内设置有湖泊、瀑布、山谷、小
河、驻车营地等多种露营场景，使

露营的心情能与自然融为一体。
此外，这里也是珠海少有的能够清
晰观赏星空的野外露营基地之一。

据冶野营地负责人Sam介绍，
营地主打“专业露营”，尽管位居郊
外，依旧安全可靠、配套齐全。在他
看来，当初将营地选址于此，源于这
里优越的环境。“渔港、沙滩、风车山
等自然要素，为大家带来了‘面朝大
海，吹暖花开’的观感，是城市生活
中十分难得的体验。”Sam表示。

配套的服务和活动内容，则是
金湾差异化打造露营品牌的直观
呈现。位于红旗镇八一社区的“沉
香小镇”露营基地，以其开阔的空

间和丰富的活动而广受欢迎。在
这里，近2万平方米的开阔地带，为
游人“肆意撒欢”提供了空间——
无论是相约一场飞盘竞赛，还是绕
着篝火翩翩起舞，人们总能找到属
于自己的欢乐。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依起野
露营基地。作为一家在斗门、金湾
皆有布局的连锁露营品牌，该品牌
运营方在金湾设立了三灶大石湾
山顶营地，面朝湛蓝的大海，背靠
葱郁的大山。在他们看来，金湾独
特的山海景观，成为了露营服务的
最大卖点。这些景观的存在，直接
提升了金湾露营的品牌知名度。

第二站：专业营地

配套服务提升体验 山海之间找寻乐趣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既是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
境，帮助居民解决“回家难”的具体举措
更是牵动人心的民生工程。5月29日
上午，红旗镇广安社区御景城1栋1单
元的28户居民终于迎来他们期盼已久
的电梯加装开工仪式，预计三个月后，
他们将开启“一键回家”模式。据悉，这
个电梯建成后，将成为金湾区既有住宅
第一台加装电梯。

“感谢党和政府！等电梯加装好
了，我们的出行就更加方便了。”家住
7楼的吴奶奶在开工仪式现场开心地
说道。据了解，随着市、区有关政策
及配套文件的出台及条件的日趋成
熟，为着力解决居民年龄偏大、腿脚
不便，楼梯老化，台阶细窄等“回家
难”问题，金湾区既有住宅电梯加装
工作被加速提上日程，而御景城小区
1栋 1单元加装的电梯成为了《金湾
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实施细则》

实施后进行申请、批准加装的首台电
梯。

广安社区负责人表示，不同楼层居
民对加装电梯的需求和意见不同，不少
业主在协商加装电梯过程中提出了各
种各样的要求，社区通过与物业、业主
多方联动，持之以恒挨家挨户做思想工
作，听居民心里话，大家一起有商有量，
消除顾虑，最后才获得绝大部分住户的
同意。此外，广安社区还通过组建微信
群，及时为居民释疑解惑，更新发布加
装电梯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分享其他
地区成功经验，提供全过程靶向服务，
在有序稳步推进项目的同时，也进一步
促进了邻里和睦。

据悉，接下来，红旗镇将在认真
总结御景城1栋1单元电梯加装的经
验做法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电梯加装
工程，打造典型项目，形成示范效应，
助力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
新格局。

金湾区首个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工程启动

市民在金山公园露营游玩。在中心河湿地公园的河边，游客伴着夕阳露营游玩。

市民在大门口湿地公园露营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