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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触摸珠海的时代脉动让世界触摸珠海的时代脉动

在香港回归祖国 25周
年、《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
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5
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自6月20日起推出大型融
媒体节目《直播大湾区》。6
月20日至30日，《直播大湾
区》每天聚焦湾区一座城市，
推出“1小时电视+12小时新
媒体”直播报道。

6月 22日 13时，《直播
大湾区·珠海篇》在央视中文
国际频道播出。在“1小时电
视+12小时新媒体”直播报
道中，总台央视记者、珠海传
媒集团记者用镜头记录了新
时代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和
创新力的珠海。与此同时，
为保障此次直播报道的顺利
进行，珠海传媒集团组建了
报道团队和技术保障团队，
派出多组记者深入地标公
园、知名企业、人文景点等地
拍摄采访，并调度了多个慢
直播机位，通过动直播+慢直
播的方式，全方位立体展现
珠海的城市魅力。此外，还
通过访谈、短片、连线等方

式，多角度讲述珠海故事、展
示珠海蝶变。

《直播大湾区·珠海篇》
聚焦了交通跨越、产业腾飞、
珠澳连心、生态宜居等内容，
以新、奇、美、活等视角，对珠
海经济、社会、人文、科技、民
生等领域展开全面关注。包
括坚持“产业第一”发展海洋
科技，为海洋强国筑梦；立
足粤港澳大湾区“串珠成
链”，珠海加快建设全国性
综合交通枢纽；珠海航空产
业快速崛起；珠澳唇齿相
依，融合发展开创新局；“硬
设施”提升珠海城市文化

“软实力”；“青春之城、活力
之都”洋溢生机与活力等内
容。此外，节目还设立了“湾
区推介人”“湾区新视角”“湾
区观察员”“港澳青年说”等
重点版块，并引入全息影像、
XR/VR等新技术手段，亮点
纷呈。此次直播报道既多角
度展示了珠海城市多领域的
发展成果，又全方位展示了

“青春之城、活力之都”的澎
湃动力。

珠海传媒集团评
论员钟夏作为湾区观
察员参与直播报道。

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豪作为湾区推介人，以Vlog视频记录的形式，
向海内外观众介绍珠海。

直播报道中，珠
海传媒集团记者与央
视主持人互动交流。

在《直播大湾区·珠海
篇》中，相较于其他湾区城
市，“珠海篇”最大的亮点在
于“湾区推介人”版块，市委
副书记、市长黄志豪作为湾
区推介人，以Vlog视频记录
的形式，向海内外观众介绍
珠海。而黄志豪在视频中也
金句不断：

“良好的城市风貌和优
美的生态环境是珠海的城市
名片，让珠海在加快高质量
发展上更有底气，我们将坚
守珠海的城市价值，传承好
生态环境优美的良好基础，
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珠海是一座美丽的城
市。珠海宜居、宜业、宜游的
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五湖
四海的人来到珠海。我们将
把每一个人的幸福都融入到
城市发展的大图景中。”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
石，珠海已经形成了以先进
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基础。我
们将大力实施‘产业第一’战
略，全面打响产业发展攻坚
战，进一步做强产业链，做大
产业集群，做优产业生态，让
珠海的城市气质有更丰富的

产业内涵。”
“我们将加快建设港珠

澳大桥西沿线，建设新的快
速路网，把更多的城市与香
港澳门的人流、物流、创新流
连接在一起，优势互补，共同
发展。”

“我们将通过产业的大
发展带动交通大提速、城市
大跨越，使珠海的产业布局
跟城市格局、交通布局、人口
布局相协调相适宜，全面提
升珠海城市的能级量级，加
快珠海经济特区的发展。”

“带动深化珠海与香港
澳门的合作，全力支持服务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
“身着休闲装，脚踏运动

鞋，骑着自行车出现在情侣
路上，这样的市长，一定是大
家没有见过的，但这种青春
的形象正是珠海‘青春之城、
活力之都’最好的代言。”《直
播大湾区·珠海篇》负责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
节目中心新闻部编导张志丽
表示。

一新：产业腾飞

《直播大湾区·珠海篇》可谓
“上天入海”，通过动直播+慢直播
的方式，带领观众来到云洲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看中国无人船如何从
大湾区“艇”进世界；来到珠海香山
海洋科技港，探秘“黑科技”如何开
启水上智能时代；来到珠海航空产
业园，探访AG600总装生产线，见
证珠海航空产业的快速崛起。通
过直播报道，展示珠海紧紧围绕

“产业第一”，加快构建全域全链的
创新产业体系，新动能持续迸发、
新势能加速聚合。

二新：交通跨越

“珠海篇”将港珠澳大桥元素
贯穿始终。自2018年10月港珠
澳大桥建成通车以来，口岸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粤港澳三地人流、
车流、物流等要素高效流动。张
志丽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说港珠

澳大桥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
信桥和复兴桥，它的辐射带动效
应日益凸显，这也是我们表达的
重点。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下多
项世界之最，非常了不起，体现了
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
奋斗精神，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
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创世界
一流的民族志气。”港珠澳大桥建
成通车，黄茅海通道、深珠通道等
重大工程加快推进，珠海机场迈
入千万级机场行列，高栏港成为
亿吨大港，洪鹤大桥、金琴快线、
珠机城轨一期等建成通车等，给
予“澳珠极点”发展坚实的“硬联
通”保障。

三新：生态宜居

在“珠海篇”老地标看变迁
中，除了新老照片配合特技叠加
外，珠海传媒集团主持人金晶还
以出镜体验的方式串联起珠海大
剧院（日月贝）、情侣南路、城市阳

台、城市客厅、九洲大道、板樟山
山地步道、拱北口岸、九洲港等多
个地标场景，通过古老与现代共
存共生的城市缩影，带领观众感
受珠海这座宜业宜居宜游之城，
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变与不变”。

四新：珠澳连心

在“珠海篇”中，记者以澳门
居民在珠工作、学习、生活为例，
展示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和体制
机制的“软联通”使珠澳两地的民
心更相通。除此之外，全国首部
临时仲裁规则、全国首创跨境人
民币全程电子缴税、横琴个人和
企业所得税“双15%”优惠政策、
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配额总量增
加至1万辆、澳门新街坊项目建
设持续推进、优质教育资源不断
投入使用……更多新实践、新探
索，不断加速珠澳规则衔接、机制
对接，为两地融合发展擘画最大

“同心圆”。

“珠海篇”中，珠海传媒集团
评论员钟夏作为湾区观察员，与
总台央视记者宋达在珠海十字
门CBD畅聊珠海交通内联外畅，
让珠海与世界无缝衔接。作为
扎根在珠海和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采访一线的记者，钟夏感受
颇深：“通过《直播大湾区》节目
的镜头，我更加深刻感受到这片
热土日新月异的变化，洋溢着青
春进取的活力。在十字门畔眺
望，我们看到互联互通更加便利

的珠海和澳门；在IFC横琴国际
金融中心之巅，我们越来越能读
懂粤澳合作开发横琴这篇大文
章。我们既是在观察和对话大
湾区，也是在感受和融入大湾
区。”

珠坚持“产业第一”，离不
开对人才的培养。《直播大湾
区·珠海篇》还走进了港湾1号
科创园、珠海信息港等港澳科
技成果转化基地，这里也被许
多港澳青年称为“梦想启航的
地方”。在“港澳青年说”版块，

“珠海篇”采用纪录短片人物群
像的方式来呈现不同行业、不

同领域的港澳青年，以自述的
方式，讲述他们在珠海如何创
业，如何融入湾区。

“澳门和珠海陆路相连，生
活出行都很方便。从澳门到珠
海，感觉到了另一个家。”澳门青
年创业者许结玲表示。

“作为在珠海就业的澳门青
年，我感觉在珠海生活非常幸

福，在珠海我能实现我的职业梦
想。”谈雅莉是在珠海执业多年
的澳门籍医师、广东省港澳台高
层次人才，她表示，未来将继续
扎根珠海，勠力前行。

澳门青年创业者邱志辉表
示，“珠海这个地方，我看到的不
仅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更看到了
一个未来。”

在张志丽看来，在珠海这片
热土上，有“产业第一”的号角，有
交通枢纽的优势，有生态环境的
招牌，有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
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珠海重大机
遇前所未有，所处的战略地位前

所未有，担当的使命责任前所未
有。这座青春之城、活力之都所
蕴含的巨大能量，令人振奋。”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是央视
总台唯一面向全球100多个国家
落地播出的中文外宣频道，是对

内对外非常重要的舆论旗舰。
张志丽表示，此次《直播大湾区》
将充分发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全媒体融合传播优势，让全世界
的受众通过报道触摸珠海的时
代脉动。

“1小时电视+12小时新媒体”：

全天聚焦珠海

“湾区推介人”：

市长为城市代言

“湾区新视角”：

持续迸发新动能

“湾区观察员”：

这里洋溢着青春活力

“港澳青年说”：

这是“梦想启航的地方”

《直播大湾区·珠海篇》负责人张志丽：

青春之城蕴含巨大能量

珠海渔女雕像。

珠海大剧院（日月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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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大型融媒体报道《直
播大湾区》第三站来到珠
海。《直播大湾区·珠海篇》由
总台央视和珠海传媒集团联
合制作，在“1小时电视+12
小时新媒体”直播报道中，总
台央视记者、珠海传媒集团
记者用镜头记录了新时代充
满魅力、动力、活力和创新力
的珠海，并通过央视中文国
际频道,让全世界的受众通
过报道触摸珠海的时代脉
动。

采写：本报记者 莫海晖 李雨佳
实习生 杨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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