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为传承和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居民的审美情趣，6月 12日下
午，横琴文化站携手珠海彩虹桥社工服
务中心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一袭青衣，染
就一树芳华”的旗袍分享会，活动吸引了
30名女性居民参加。

本次活动邀请从事形体训练、旗袍
教学的王玲梅老师当授课嘉宾。为切合
活动主题，当天到场的大部分居民都特
意穿上了旗袍，伴随着悠扬的背景音乐，

身着青色绸缎旗袍的王玲梅围绕旗袍文
化及旗袍礼仪进行教学。居民跟随老师
讲课的节奏，从坐姿、站姿到整体仪态，
全神贯注投入到练习中。王玲梅还多次
邀请身穿旗袍的居民上台展示，与大家
进行互动分享，让参与者更鲜活地感受
旗袍文化的魅力。

分享会结束后，不少居民感到意犹
未尽，纷纷表示希望文化站以后多举办
此类活动，普及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丰
富居民的精神生活。

横琴文化站举办旗袍分享会

从旗袍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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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近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发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
和建设局横琴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政府采购项目招
标公告》，以250万元的预算金额公
开招标，评估对象为2009年以来横
琴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情况，主要针
对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评估，兼顾城
市设计和空间领域的专项规划，以提
升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以及实用性。

据了解，《横琴新区城市总体规

划（2014-2020）》《横琴新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维护（2017 年）》《珠海市香
洲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均已超过规划期限。应国家、
省、市的要求，珠海市新的城乡规划
技术标准与准则的颁布实施，以及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标准的建设
要求，亟需对目前合作区已编制的
规划进行实施评估工作，以便更好
地应对新标准、新形势与新要求。

招标文件提出，要全面梳理和
评估横琴过往的空间规划，主要包
括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

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掌握横琴
城市发展动态和规律，探索适合合
作区新要求的空间规划体系和技术
路线，为开展合作区国土空间规划
奠定基础。

依据上述需求，本次横琴城市
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
估以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为核
心，在评估内容范围上进行了较大
的扩展，涵盖控规、城市设计、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及重要专项规划的实
施评估。

本次评估也将在住建部《城市

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办法（试行）》的
技术要求基础上，构建适合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特点的“规划编制-实
施跟踪-评估论证-反馈纠偏”的规
划实施评估机制，探索适应性的技
术方法和指标体系，有利于及时掌
握城市发展动态、维护城乡规划科
学性、加强城乡规划实施监管，反馈
并完善后续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
管理和实施。

招标文件的获取时间为6月7日
至6月14日，有意向的投标人须在6
月28日10时前递交投标文件。

合作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征集“最强大脑”
横琴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公开招标

居民身穿旗袍练习仪态。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
道：为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服
务提质增效，省委横琴工委、省政府横
琴办社会事务局联合珠海恩派非营利
组织发展中心于5月 28日至 29日、6
月 11 日至 12 日，开展为期 4 天的

“2022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
试冲刺周”培训。

本次培训共6场，为来自合作区各
机关单位、社区、企业、琴澳社会组织及
合作区东西部协作定点单位遵义市正安
县等的社会工作人员提供考前指导，共
吸引79名学员参与。

活动现场，广东省社会工作行业专
家以注重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应用相关知
识、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出发点，紧
扣考试大纲及知识点，结合历年真题为
学员进行知识串讲，帮助学员理清教材
脉络，使学员对社工专业知识有更直观、
更深刻的理解。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都表示收获满
满，不仅掌握了备考技巧，而且对社会
工作价值观、方法与技巧等有了更系
统性的认知。“考前一周有老师帮助我
们梳理重点、教授应试技巧，极大地增
强了我们过关的信心。”学员李小姐说。

此外，主办方也为因疫情防控要求
不能到现场的考生提供线上直播培训课
程，有570人次观看。

活动主办方表示，随着《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任务逐步落实，
社工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本次活动旨
在培养更多后备力量，以更专业的社会
工作保障和改善合作区社会民生服务，
提升琴澳两地居民福祉。

据了解，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是针对社会工作者进行能力甄别的级别
考试，合格者可以获得由国家认定的社
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今年广东省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时间为6月18
日至19日。

合作区举行职业水平考试考前培训

为做好社会工作储备更多专业人才

培训现场，老师帮助学员理清教材脉络。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聂镇权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占地超4万平方米、高52米，有9
个功能馆、近1000个停车位……6月
13日，记者从横琴市民艺术中心项目
代建单位珠海格力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获悉，项目正加紧建设，计划本月
底基本完成钢结构工程施工，7月实
现主体结构封顶，随后进入外立面玻
璃幕墙工程和二次结构施工、机电工
程安装阶段。

横琴市民艺术中心项目位于横琴
综合服务区，北至琴政路、东至琴飞
路、西至琴朗路，总用地面积 4.0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4.26万平方
米，建筑高度达52米。该项目与横琴
天沁园相邻，包括地下两层、地上9
层，计划打造集图书文献阅览中心（图
书馆、档案中心）、文艺活动中心（文化
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
老年活动中心、影剧院）、文化展示中
心（多功能展览中心、美术馆）于一体
的综合性公共文化场馆。

项目施工现场，金属敲打声、切割
声、机器轰鸣声和谐交织在一起。记者
看到，面向天沁园一侧，三连拱形钢桁
架的钢框架已具雏形，工人们在临时支
撑架上有序进行着安装、焊接工作。

据格力建设投资公司项目经理何
亦舟介绍，项目主体结构采用带拱形
钢桁架的钢框架－剪力墙结构形式，
外立面为玻璃幕墙。

“这里钢构最大跨度达45.6米，
最重的钢构件近30吨，最轻的也有
约2吨。”指着第二个拱形钢桁架的
钢框架，何亦舟告诉记者，该部分工
程为项目的重点、难点，也是项目的
最大亮点。大跨度拱形钢结构、超重
钢构件吊装、地面预拼装、高空分段
组装等工序，对材料加工、施工组织、
施工工艺、安装精度及焊接质量要求
极高。

为严把工程质量关、筑牢安全防
线、争创优质工程，项目团队在落细落
小落实上狠下功夫，采用BIM技术进
行三维建模分析，组织制定了完善的
钢结构吊装施工方案，实现了关键工
序宏观控制、重点部位有效突击。目
前拱桁架施工顺利推进，已进入收尾

阶段。
该项目地质条件复杂，淤泥深达

40多米，基坑支护及开挖也是本项目
的难点之一。“两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超
10米，经过前期多次论证，设计采用
灌注桩加两道内支撑的基坑支护形
式。施工阶段项目部严抓质量、合理
组织，在全体同事的努力下，12个月
内顺利完成基坑支护、桩基及土方开

挖工程。”何亦舟告诉记者。
据项目主持建筑师徐昀超介绍，

横琴市民艺术中心的设计顺应“青山
绿水”共生的生态格局，遵循“以空为
用”的中国传统哲学，运用“中西合璧”
的连续圆拱形式，力争为粤澳居民和
国际游客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级
文化艺术中心。

“该项目建成后，将补强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的公共基础文化设施，有
助于合作区深度对接澳门公共基础服
务，为澳门居民在横琴就业、学习、生
活、创业提供更便利条件。同时，项目
还可有效拓展澳门居民优质生活和文
化交流空间，助力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何亦舟说。

按照建设计划，整个项目预计明
年12月完成并交付使用。

横琴市民艺术中心
主体结构有望下月封顶
总建筑面积14.26万平方米，计划打造综合性公共文化场馆

项目主体正进行钢结构吊装施工。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报道：
6月 10日下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党旗领航·头雁争先”基层党支部书
记培训班结业仪式在遵义市委党校举
行。在本次活动中，两地共32个机关单
位党组织签署结对共建协议，在东西部
协作领域打造新典范、推行新模式。

本次培训班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实地对接
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正安县这一主题展
开。培训期间，当地举行了横琴·正安东
西部协作党建共建座谈会。合作区首创

“以职能单位党组织结对共建深化协作
内涵”的东西部协作模式，两地32个机
关单位党组织将进一步在组织基础、队
伍建设、项目攻坚、群众急难等方面开展
合作。

结业仪式上，合作区机关党委、执委

会直属党委、社区工作党委、教育党委学
员领取了结业证书并分享学习心得。学
员们表示，此次书记培训班巩固了信仰
根基和理论基础，指引合作区举高党旗、
擦亮党徽；同时，加强了与正安县对口单
位党组织的全方位结对联系，为接下来
的东西部协作打下基础。

遵义市委党校副校长姜何卫表示：
“本次书记培训班内涵丰富且形式创新，
进一步增强了书记学员们的党性修养和
理论武装，深化了横琴、正安两地的兄弟
情谊。”

省委横琴工委副书记李军晓表示，
接下来合作区将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推
动横琴·正安东西部协作三年行动方案
有效落地实施，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党建
共建机制；同时，合作区也将积极发挥党
组织书记“头雁”作用和“关键少数”作
用，助推合作区各领域高质量发展。

党组织结对共建
打造东西部协作新典范
合作区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班结业仪式在遵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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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 天沐河，风光好，钓翁之意不在鱼，只沉
醉于水清岸绿。 林集源 摄

横琴市民艺术中心效果图。 本报记者 曾遥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