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星期四 2022年6月
农历壬寅年五月十一

今日4版 第156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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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1扫码关注“横琴潮”微信公众号

值班编委 张大勇 值班主任 胡韵慈 责任编辑 杨桦 美编 赵耀中 校对 刘刚艺 组版 戴俊杰

□本报记者 钟夏

6月7日，由珠海大横琴城市综合
管廊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华为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打造的联合创新基地

“天工实验室”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正式揭牌。

这个“跨领域、跨区域、多主体”协
作的实验室，将聚焦管廊物联网运营
模式的研究与创新，联合推进地下管
廊通感一体化，加快打造地下空间高
质量发展创新集聚生态，为进一步深
化智慧城市建设“聚智赋能”。

瞄准痛点，打造联合创新平台

被誉为“地下长城”的横琴综合管
廊，总长度为33.4公里，集中敷设了
电力、通信、冷凝水、给水等市政管线，
同时配备有计算机网络、自控、视频监
控、环境监测、火灾报警等系统，具有
远程监控、智能监测、自动排水、智能
通风、消防等功能，如同地下“神经网
络”，源源不断向城市的每个角落输送
着水电等能源，是保障城市安全、提高
城市发展质量的关键所在。

受到频繁的台风、暴雨等异常天气
影响，保障横琴综合管廊安全的任务艰

巨。近年来，大横琴管廊公司加强在科
研、创新方面的投入和合作，积极参与
行业技术变革与革新，持续提升智能
化、数字化运维管理，研发的多项专利
和成果已应用于实际的管理中。

“为提升智慧管廊运维，打造国
内行业标杆，我们一直在探索创新。”
大横琴管廊公司总经理闫立胜告诉
记者，此次三方将充分利用横琴综合
管廊这个载体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的区位优势，加强在地下综合管廊
安全运营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
和市场应用有机衔接等方面的合作
与交流，打造领先、智能的管廊运维
模式，构建稳定、高效的产业技术创
新链，进而辐射、惠及更多城市，为全
国智慧城市的发展进程赋能提速。

向外引智，提升智慧运营能力

综合管廊的数字化、智能化进程
的推进催生了大量数据，然而，如何识
别数据，把有价值的数据完整、安全、
实时地送到这一“地下城市大脑”？

大横琴管廊公司“向外引智”，与
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
商华为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将华为技
术数通产品线面向政企市场积累的行

业场景化方案集成验证能力应用于横
琴综合管廊，结合大横琴管廊公司的
成功经验，共同研发适用于管廊的物
联网运营模式，有助于打通城市地下
空间数字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
城市更安全、更智能。

“只有创新才能占先机、赢未来。”
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副总裁孙建平表
示，“希望依托大横琴提供的管廊实验
基地，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光纤传感
领域的领先技术，与华为在数据通信
领域的成熟研发，珠联璧合，三方一起
孵化出业界新一代的通感一体的产品
和方案，在业界推广应用。”

大横琴城资公司副总经理暨大横
琴管廊公司董事长仝其刚描绘了产学
研合作的广阔前景：“开展横向协作，
在更广范围的城市治理领域实现技术
联动，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
地下空间新业态；加强纵向联动，以高
精尖技术提供更专业、更精细、更智慧
的城市服务，推动更多原创性、引领性
的科技成果在横琴汇聚转化。”

聚力攻关，优化智能监测水平

光纤传感是万物互联的核心基础，
大横琴管廊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综合

管廊在恶劣条件下适用的分布式光纤
传感系统的应用，廊内已安装光纤温度
传感、光纤气体检测、光纤结构健康监
测、光纤震动防入侵、光纤液位传感等
系统，可实现长距离、高空间分辨率的
温度和应变实时监测，像“神经网络”一
样感知待测物的健康状况，从而对结构
变形、泄漏以及火灾等灾害实现早期预
警和实时探测，延长管廊“寿命”。

据了解，哈尔滨工业大学光纤传
感技术研究中心研究的分布式光纤传
感技术已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的研究成
果，并已成功应用到青藏高速公路等
国家重大工程中。

哈尔滨工业大学关鹏博士介绍，
此次在大横琴管廊部署的是中心与华
为公司联合开发的最新一代产品——
通感一体系列，将传感与通信完美结
合起来，光纤既做感知信号的传感器，
同时又做通信数据的传输线，在一个
系统里实现数据通信与传感探测双重
功能，大大提升系统综合性能。

接下来，联合创新基地将通过科技
创新与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高横琴综
合管廊的原始创新和技术供给能力，统筹
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高
新技术产业化一体化实施、全链条发展。

华为天工实验室落户横琴

联合推进地下管廊通感一体化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 实习生
李美琪报道：近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商事服务局发出合作区首张连锁便利店
经营乙类非处方药的《药品经营许可证》，
开启合作区“连锁便利店+药店”跨界零
售新模式。该模式落地后，横琴居民可
就近从该连锁便利店直接购买乙类非处
方药品。

今年3月15日，《广东省经营乙类非
处方药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正式
实施，此份《药品经营许可证》的颁发同时
也标志着广东省乙类非处方药综合改革
试点工作在合作区正式落地实施。结合
合作区疫情防控措施要求，相关试点单位
不得销售《疫情期间需实名登记报告药品
目录》内的药品。

获颁此证的美宜佳便利店（横琴永兴
街店）是“广东美宜佳便利店有限公司+
春悦林（广东）大药房有限公司”跨界融合
零售新模式的试点门店。目前，相关企业
正在进行零售药品的准备工作，尚未开始
售卖药品。

根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
法》，为方便群众，将非处方药中安全性更
高的一些药品划为乙类。乙类非处方药
除可在药店出售外，还可在超市、宾馆、百
货商店等处销售。相对而言，乙类非处方
药不需医生处方，消费者根据药品说明书

可以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常见的乙类
非处方药种类丰富，包括清热解毒类药品
（清热祛湿颗粒等）、外用类药品（活络油
等）、胃肠消化类药品（健胃消食片等）以
及日常应急类、营养滋补类药品，能够满
足居民日常用药需求。

记者了解到，澳门药店分为药房、药
行、中药房三种经营形式，除销售药品外，
还可销售营养产品、个人卫生产品、化妆
品等，是澳门居民购买药品及日常用品的
主要选择，部分澳门药房采用轮值形式，
24小时营业以保障供应。

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工作人员介绍，合
作区启用的“连锁便利店+药店”零售模
式与澳门药房的运作模式存在相似之处，
弥补了传统药店经营时间局限于白天的
缺陷，是借鉴澳门药品销售经验的试点实
践，在药店服务领域向营造趋同澳门宜居
宜业生活环境迈出新的一步。

接下来，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将通过多
项举措简化审批流程，实现“当天当场即
发证”，有序推进辖区更多符合申办条件
的连锁便利店、超市领取药品经营许可
证。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进一步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切实保障居民用药安全、便利，持续为
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学习、就业、生活提供
更加便利的条件。

合作区发出首张
连锁便利店药品经营许可证
“便利店+药店”迈出营造趋同澳门生活环境新一步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道：
6月8日是第十四个世界海洋日和第十五
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当日上午，由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主办的

“守护蔚蓝”202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海
洋保护推广季暨世界海洋日系列活动在合
作区横琴码头游客服务中心启幕。

今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
主题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围绕主题，合作区同步在横琴
各景点设置分会场，开展为期6个月的系
列海洋保护推广活动，宣传海洋环境保护
政策、普及海洋知识、传播海洋文化，提升
合作区全民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意识，引导
社会公众参与海洋生态保护。

“守护蔚蓝”海洋系列公益活动结合
海洋垃圾问题、塑料污染、循环经济等社
会热点话题，搭建政府机构、企业、NGO
和公众等社会多方参与的海洋环境保护
公益平台。主要活动包括世界海洋日净
海净滩大行动、“守护蔚蓝”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海洋保护月系列公益讲座、“消失

的猛犸象”&“鲸愿”海洋垃圾公共艺术品
创作及展示、“守护蔚蓝”主题展览等。

为增加大众参与度，世界海洋日净海
净滩大行动将通过邀约与自愿报名的形
式发动群众参与，与活动代表共同完成大
东湾沙滩片区垃圾清理及回收消毒。后
期活动将联合民间艺术家及潜水团队，利
用所收集的海洋垃圾、废弃渔网进行艺术
创作，提升全民海洋意识，共同守护我们
的碧海蓝天和洁净沙滩。

珠海倬汇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倬樑告诉记者：“公共艺术品创作及展
示活动邀请了澳门和珠海艺术家，分别以
鲸鲨、海豚、猛犸象、大翅鲸四个主题进行
艺术创作，作品将在横琴各景点展览，届
时观众可到场打卡互动。”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代理副局
长谭惠芳表示，本次合作区世界海洋日系
列活动主要通过颇具创意的方式，向人们
展示海洋塑料垃圾的危害，引发人们思
考，并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海洋环境保
护，用实际行动“守护蔚蓝”。

6月8日，“守护蔚蓝”202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海洋保护推广季暨世界海洋日系
列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预计未来
30年，我国沿海海平面将上升68至170
毫米，相关地区亟待加强海岸防护，提升
海平面上升适应能力。

在2022年世界海洋日，记者从自然
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获悉，根据该司
发布的《2021年中国海平面公报》，2021
年我国沿海海平面较常年高84毫米，为
1980年以来最高。2012至 2021年，我
国沿海海平面处于近40年来高位。我
国沿海海平面变化总体呈波动上升趋
势，近40年来上升速率为3.4毫米/年，
高于同时段全球平均水平。预计未来
30年，我国沿海海平面将上升68至170
毫米。

据介绍，海温、气温、风和降水都是引

起沿海海平面异常变化的重要因素。高
海平面加大了海洋灾害影响程度。2021
年，我国风暴潮和滨海城市洪涝主要发生
在海平面较高的7至10月。《2021年中国
海平面公报》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我国沿海地区面临的海平面上升风险进
一步加大。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海洋持续增
温膨胀，极地冰盖和陆源冰川融化加
快，导致近几十年来全球平均海平面呈
现加速上升趋势。据国际评估，2100年
和215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幅度甚至可
达到2米和5米，大洋小岛国家“灭顶之
灾”并非杞人忧天，而世界各沿海地区
滨海洪涝、海岸侵蚀、海水入侵等风险
将持续增加。

未来30年

我国沿海海平面将上升68至170毫米

净海净滩“守护蔚蓝”
合作区海洋保护推广系列活动启幕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肖皓方

一场暴雨不期而至，既打乱了居
民的行程安排，也考验着一座城市调
蓄排洪的韧性。

从6月8日8时至14时，合作区
全区平均雨量达到144.7毫米，横琴
东站更是录得最高数值202.9毫米，
合作区防汛（防暴雨）II级应急响应在
10时迅速拉响。

13时30分，在环岛东路与联澳
路交界，靠近小横琴山一侧的辅路出
现水浸，顺地势而下的山水与密集的
降雨汇聚为涌上市政道路的水流，为
该路段的排水能力带来了严峻考验。
降水期间，横琴多地出现积水情况。

在横琴，水流的速度和水位的高
度牵动着居民群众和防汛人员的心。
这场大雨中，众多身着橙红或黄绿反
光雨衣的值守人员出现在巡查临险点
位的路上和排水抢险一线，多部门协
同配合三防工作，共同守护着暴雨天
气笼罩下的横琴。

密切关注人员安全

“这个山塘水库的水位又高了1
米左右。”记者通过现场安全生产实时
动态监管平台及多个系统的监控摄像
头看到，各村落附近排洪渠的水位正
在高位运行，山塘水库的水位正在缓
慢上升。

雨还在下，密集的雨点拍打着合
作区三防指挥部的门窗。此时，一场
三防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参与的工作会
议正在举行，多名参会人员正密切留
意最新的天气动向和防汛部署。

在II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合作区
三防办及成员单位高度重视此轮降水
的预警防范工作，合作区全区103个建
筑工地全部停工，所有学校均停课。
同时，合作区各单位共组织应急巡查
人员448人次，出动抢险人员180余人
次，出动抢险车辆135辆次，启动泵站
14台次，发布预警信息12700余条。

根据工作汇报，截至14时，合作
区全区共有508人值班值守，应急抢
险队伍有171人正在待命，9台预置应
急排洪设备已全部到位。合作区三防
办负责人再次强调：“我们的目标是群
众零伤亡，各项经济损失降到最低，所
有防范工作都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标本兼治水浸点位

在气象站的监测系统里，一片呈
现强降雨回波的云层自西向东掠过横
琴上空，带来丰沛的降雨。16时左右
雨势有所缓和，环岛东路辅路水浸路
段的积水排空，车辆已恢复正常通
行。此时，一名驻守三防指挥部的合
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工作人员和几
名管养单位的成员来到现场，从人行
道走到路旁的草丛与泥地，逐一排查
水浸原因。

“道路雨水口的排水功能主要是

面向市政路面汇集的雨水，造成这次
水浸的原因在于短时间内大量路面以
外的山水等水源进入路面，叠加瞬时
雨量较大，即使排水管道设计上存有
富余，仍然没办法应对这么大的水
量。”来自珠海水控集团的张子程向
记者介绍，在城市规划中，不同排水系
统承担着差异化排水功能，此次水浸
路段的积水一部分来自旁边的未建设
用地和小横琴山，超出了该地段排水
系统的瞬时承受能力。

据悉，排险工作人员此次采取了
打开雨水井和雨水口加快排水的措施
来临时处置，后续还需要采取更多措
施进行山水截流，使道路雨水、山水各
行其道。为此，这组巡查人员计划在
雨后对该地段进行全面航拍扫描，以
支撑后续排水工作的“标本兼治”。

“这次的强降水更加集中，也暴露
了新的水浸点位和我们工作上的不足，
我们还需要继续提升即时应急处置的

能力。”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工作
人员坦言，接下来还要继续总结工作经
验，强化在应急响应期间与管养单位的
协同处置能力，保障强降水天气常态化
排查落到实处，避免因水浸对岛上居民
及往来车辆造成影响。

持续降雨严阵以待

走进合作区荷塘社区居委会文化
站，活动展板等其他物件已经清理到
靠墙一侧，用于安置转移群众的桌椅
摆放整齐，该场地随时可用作应急避
难场所面向居民开放。记者从合作区
自然灾害应急避难场所信息表中了解
到，合作区于横琴一中、横琴一小及各
个村落设置了共计11个应急庇护点，
安置场所面积达9374平方米，可最多
容纳4625名居民。

荷塘社区党委委员陈奕文告诉记
者，每当合作区启动相关应急响应，荷
塘社区会按照既定方案值班备勤。与

此同时，荷塘社区已基本打通了“上至
三防指挥部、下至6个下辖村落”的信
息沟通渠道，把防汛措施落实为社区
的常态化工作，保障“三防通知第一时
间传递给群众，居民有需求也能第一
时间找到我们”。

“横琴四面环海，不少村庄又地势
低洼，排水工作很容易受到天文大潮
影响。”合作区三防办工作人员对记者
说，三防部门在经验积累中形成了一
套常态化工作方案。

所幸，直至当天17时，合作区防
汛（防暴雨）应急响应降级为Ⅳ级。放
眼全区，各水库水位正常，未接到地质
灾害风险报告；各村未出现严重水浸，
数个积水点位已全部完成清排工作；
未有临险人员需转移安置，横琴恢复
一切如常。

不过，合作区三防办负责人表示，
降水天气仍会持续，防汛工作仍不能
松懈。横琴，正严阵以待下一场雨。

合作区拉响防汛（防暴雨）II级应急响应

多方联动共同守护雨中横琴

6月8日上午，暴雨给横琴居民出行带来不便。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6月8日下午，横琴雨势减弱，合作区有关工作人员前往
水浸点排查水浸原因。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肖皓方 摄

6月8日16时，环岛东路辅道水浸点积水已排出，路面
恢复正常通行。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肖皓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