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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良（优秀镇街15个、
良好镇街8个、平稳镇街0个），唐家湾因发生一起
交通死亡事故被红色预警。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
全防范，预防电信诈骗，在公共场所注意保管财物，
积极维护城市管理秩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珠海平安
指数”官方
微信公众
号

【海岛预报】

【港口预报】 扫一扫获取更多预报信息

区

全市

香洲区

金湾区

斗门区

万山
（鹤洲新区
筹备中）
高新区

镇街

\
狮山
湾仔
拱北
吉大
香湾
梅华
前山
翠香
南屏
凤山
三灶
红旗
南水
平沙
白藤
井岸
白蕉
斗门
乾务
莲洲
桂山
万山
担杆

唐家湾

生态
安全
9.34
9.29
9.31
9.3
9.33
9.27
9.26
9.3
9.27
9.32
9.3
9.35
9.3
9.34
9.32
9.3
9.33
9.33
9.32
9.33
9.3
9.6
9.6
9.6
9.3

治安
指数
26.98
30

29.456
25.445
30

27.209
28.915
30

28.866
30

26.391
20.466
26.526
29.567
26.999
16.607
26.414
22.479
27.293
25.836
29.641
21.352
30
30

28.09

城市
管理
9.06
8.258
10
10

9.993
7.686
8.998
10

7.452
9.646
9.532
9.872
10

6.711
8.906
10

9.291
9.646
10

9.506
10
10
6
6
10

市民
诉求
9.46
8.853
9.854
10
10
10

6.368
10
10

9.824
10
10

9.441
10
10
10
10
10

8.475
8.193
10
6
10
10
10

食药品
安全
12.34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4.667
14.643
14.881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交通
安全
12.09
13.651
14.606
15
15

14.258
14.436
15

13.965
14.205
13.561
12
12
12
12

13.703
12.088
13.504
13.034
11.616
12.102
15
15
15

-22.5

消防
安全
10.0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平安+
指数
89.28
92.052
95.226
91.745
96.323
90.423
89.977
96.3

91.553
94.995
90.784
86.355
91.91
92.499
89.225
81.61
89.123
86.959
90.122
86.481
93.043
83.952
92.6
92.6
56.89

平安
提示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林琦琦报
道：唱歌、舞蹈、国乐演奏、书画摄
影……2022首届珠海大学生艺术季
正在全市大学校园火热进行中，各大
高校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各具特色的
节目，推出各类主题活动，努力打造
一场高质量的艺术文化盛宴。

首届珠海大学生艺术季由珠海
市委宣传部、珠海市教育局、共青团
珠海市委员会共同主办，珠海传媒集
团承办，以“青春珠海 活力校园”为

主题，旨在丰富疫情影响下的珠海大
学校园生活，团结引领广大珠海青
年，为高质量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凝聚
强大青春力量。

本次活动共设4场赛事，将持续
至11月，包括“年轻的喝彩”大学生
歌手大赛、“舞动青春”大学生舞蹈大
赛、“国乐之光”大学生国乐演奏大赛
以及“我的城市”大学生书画摄影大
赛。优秀节目将进行2场展演，包括
在珠海大剧院的线下展演以及在国
内知名网站的线上展演。此外，本次
活动还将举办1场囊括书法、绘画、
摄影等艺术形式的综合作品展。

“我们积极筹备，线上线下相结
合，通过多样的宣传方式营造氛围，呼

吁学生积极踊跃报名。”珠海科技学院
团委书记孔军亮介绍，目前该校已收
到40多份报名表，包含歌唱、舞蹈、国
乐演奏等类型。“我们将组织学校的专
业教师对报名的节目进行甄选和排练
指导，确保节目高质量输出。”

“接到艺术季启动的通知后，我
们马上制定了相关方案，目前已经完
成了作品征集工作，包括在刚落幕的
中山大学歌手大赛中脱颖而出的珠
海校区十佳歌手报名的曲目。”中山
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张海庆表示，接
下来中山大学将抓紧时间排练打磨
节目，为本次艺术季呈上更多精品。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珠海各大
高校积极为学生搭建艺术学习及展
示平台，丰富了校园生活，有力推动

青年艺术人才培养。其中，珠海科技
学院通过定期举办校园歌手大赛、辩
论赛、主持人大赛、书画摄影大赛、户
外露天音乐节等活动，积极为学生拓
宽兴趣展示渠道；中山大学充分发挥
文艺社团的纽带作用，开设合唱团、
交响乐团、民乐团、戏剧社等社团，吸
引大批有才能的学生加入，并创作出
一批原创作品。

据珠海传媒集团新媒体运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晏激洪介绍，目前，珠海
各大高校基本已完成节目报名工作，
正在组织校内选拔和开展参赛节目的
排练和录制。歌手大赛、舞蹈大赛、国
乐演奏大赛预计于8月组织首轮评
审，9月至10月进行线下总决赛；书
画摄影大赛预计于10月组织评审。

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6月 26
日，记者从珠海市妇幼保健院获悉，为
维护孕产妇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做
好疫情防控期间孕产妇医疗服务保障
工作，我市配置首台流动孕产体检车，
并交由市妇幼保健院使用，为封控区、
管控区、防范区的孕妇提供免费产检
服务。

珠海市首辆流动孕产体检车出动

6月24日，珠海市流动孕产体检
车——珠海妇幼健康贝贝号首次出
发。11米长的大巴里，设置了诊疗区
域、超声区域及治疗区域等，车内产检
设备齐全，配备了高清彩超设备、多普
勒胎心检测仪、脐血流检测、电动检查
床、心电图等专业的产检设备，为孕妇
提供全方位的免费产检服务。

“最近身体情况怎么样？体重有
没有下降？”在位于南屏北山的防范区
内，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党员产检小分
队”的医护人员细心询问着一名怀孕
30周的准妈妈，了解她的饮食营养、
身体情况和精神状况，并在产检车内
为她开展详细的检查。

“这位孕妇的丈夫因为在管控区
内无法回家，虽然防范区的居民有就
医需求的，可以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结果出行，但是因家里有需要照
顾的孩子，所以她的产检时间虽然到
了，却没能按期去产检。”珠海市妇幼
保健院健康管理科主任、流动孕产体
检车负责人李艳丽介绍，医护人员的
上门产检，解决了这位准妈妈的产检
难题。

在现场，另外一名怀孕33周的准

妈妈，向医生咨询最近经常觉得肚皮
很紧，不知道是不是有宫缩，有点担
忧。还有1名怀孕27周的准妈妈表
示最近经常腿部抽筋，不知道是否应
该补钙。针对这些问题，医生为准妈
妈们逐个开展检查、诊治并提供意
见。当日共为香洲区南屏镇防范区内
的6名孕妇提供产检服务。

流动车平时还可用于健康普查

李艳丽告诉记者，珠海部分区域
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后，珠海
市妇幼保健院相关科室召开紧急会
议，针对南屏镇北山社区进行孕产妇
排查，摸排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
孕妇数量。

“经过摸排，封控区、管控区内没
有孕妇，防范区内共有101名孕妇，

经过医院健康管理科工作人员的一
对一电话沟通，有6名怀孕27周以上
的孕妇因出行不便，无法前往医院产
检，有医护人员提供上门产检的需
求。”李艳丽介绍，医护人员的上门服
务，为有产检需求的孕妇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

“在疫情防控期间，这辆流动孕
产体检车主要是为封控区、管控区、
防范区的孕妇提供产检服务，并由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疗团队提供诊
疗技术支持，首次发车后，接下来将
持续性开展服务。”珠海市妇幼保健
院院长张红忠表示，另外，在没有疫
情发生时，这个流动车还将用于开
展健康人群普查、公益性两癌筛查、
体检项目等，使其使用功能得到最
大的发挥。

我市首辆流动孕产体检车启用
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孕妇提供产检服务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一辆又
一辆跨境货车满载生鲜食品、防疫物资
从珠海启程，分别经拱北口岸、港珠澳
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等多个口
岸运抵澳门，再途经口岸空车返回珠
海，这条线路是疫情下澳门民生物资保
障的“生命线”。近期，由于澳门突发本
土疫情，民生物资需求激增，鹤洲新区
筹备组积极对接保供运输企业，确保澳
门必要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畅通，助力澳
门抗疫。

珠海通宇物流有限公司（下称“通
宇公司”）是唯一总部设在澳门的央企南
光集团旗下南光物流在珠海的全资子
公司，该公司设立在珠澳跨境工业区珠
海园区内，主要承担珠澳两地的民生、防
疫物资运输供应。此次澳门本土疫情
发生后，通宇公司和广东南粤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南粤公司”）、珠海市南岐特
种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下称“南岐公司”）
等取得保障澳门防疫物资及必要生产
生活物资（含危化品）的运输资格。

南光物流助理总经理胡诚告诉记
者，此轮澳门本土疫情发生后，通宇公
司立即成立专班小组，调派人员到重点
岗位值班备勤，安排粤澳跨境司机等一
线重要作业人员集中居住，加强人员管
理。同时积极联络各地供应商紧急采
购、调拨澳门急需的民生和防疫物资，
确保供澳物资充足。

“鹤洲新区筹备组安排专人对接物
资运输保障工作，出现问题及时帮忙协
调解决。运输保供工作得到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通关非常顺畅！”胡诚表示。
6月23日，另一家澳门民生物资

保供运输企业向鹤洲新区筹备组和青
茂海关反映，受当前疫情形势影响，该
公司运力紧张，多辆活猪运输车辆需当
日多次往返，但入境回空车辆消毒企业
人力及物资配备不足，无法保障回空车
辆“即到即消”，可能影响物资供应效
率。

了解到该公司的实际困难后，鹤洲
新区筹备组积极沟通，青茂海关特事特
办，在严控消毒效果的前提下，密切与
消毒企业联系配合，实现时间上“无缝
衔接”，车辆入境后便第一时间入场消
杀，“一站式”作业为多次往返车辆提供
便利。同时，联系地方政府开启防疫物
资供应绿色通道，及时化解企业困难。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鹤洲新区筹
备组积极协调各单位，保障供澳物资运
输渠道畅通，确保澳门民生物资稳定供
应。

除此之外，鹤洲一体化区域内企业
的生产物资运输需求也得到了保障。
因疫情防控需要，部分区域实行交通管
制，鹤洲新区筹备组安排专人对接企
业，一对一为企业做好服务。第一时间
在企业服务微信群发送相关通知，及时
掌握企业诉求，保障辖区企业重要生产
物资不断供、不停产。据悉，鹤洲新区
筹备组积极协调香洲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办公室，为区内78家企业办理了临
时交通管制区车辆通行证，企业生产物
资运输车辆得以顺利通行。

守护澳门民生保障“生命线”
鹤洲新区筹备组全力确保供澳物资运输畅通

（上接 01 版）值得一提的是，园区
还将打造一站式公共服务大厅、智慧化
产品展示中心、共享式交流培训中心、
高性能动力中心、高安全性危化品仓
库、专用货车物流通道等一站式生产服
务配套，满足企业在政务服务、营销、培
训、环保、仓储、物流等方面的一揽子需
求。其中，高标准污水处理站每天可集
中处理工业废水2500吨，有效减轻园
区企业环保投入。

与此同时，全方位的生活服务配
套，将进一步提升园区生活幸福感。记
者了解到，在首批项目101.3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中，宿舍、公共食堂、超市、
电影院、健身房等生活服务配套面积约
占 15%。其中，员工宿舍共有 2268
间，将配备独立卫浴、小阳台、热水、空
调等设施，可灵活设置为夫妻房、单人

宿舍、双人宿舍、四人宿舍。5家公共
食堂全天多时段供餐，最多可供8000
人同时用餐。

“我们建造的5.0产业新空间，不
仅仅是外立面、规模比以前大了，更重
要的是针对产业需求，在专业设计、施
工技术和产业配套方面进行了全方位
的提升，对于强链补链、推动产业集群
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华发城市运营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凌勇说。

动工只是起点，建设招商同步推
进。目前，华发集团已与金湾区组建
联合招商团队，围绕智能家电、集成电
路、电子信息等产业主攻方向，赴深
圳、东莞、佛山等地铺开精准招商工
作，通过以投促引、以引促投、以投促
产等方式，力争两大园区“完工即满
园”“建成即投产”。

我市首个百万平米5.0产业新空间动工

（上接01版）“东方之珠，我的爱
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饱含真
情的歌词，也唱出了人心深处的叩
问。放眼今日之香港，令人信服的答
案已经写下。

城市发展日出林霏开。背靠祖
国、面向世界，努力打拼的香港同胞创
造了新的发展传奇：香港本地生产总
值从 1997 年的 1.37 万亿港元增至
2021年的2.86万亿港元，增长逾1倍；
对外商品贸易总额2021年约10.27万
亿港元，较1997年增长逾2倍；香港国
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不断巩
固，多年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民生福祉光景时时新。回归以
来，香港文化、康乐和体育设施数量不
断增加，男性和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
命分别增长6.2岁和5.5岁，成为全球
最长寿的地区之一，各项事业取得长
足进步，香港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香江儿女奋发向未来。回归前，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没有民主可
言。回归后，香港同胞当家作主，香港
居民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
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家国情怀更加炽热。“五千年的风
和雨啊，藏了多少梦”，从狮子山下到
长城之上，艺人刘德华曾感叹：可以用
香港人的身份，跟大家说自己是中国
人。挺直腰杆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700 多万
香港同胞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自信、
步履坚定。

对外交往好风凭借力。25年来，
外国在港领事机构从88家增加到119
家，香港特区护照免签证或落地签证
的国家和地区由40个增至168个，以

“中国香港”名义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
织达97个，香港成为20多家国际法律
组织的“落户”之地，越来越多香港英才
在中央政府支持下赴国际组织任职，
中国遍布全球的270多个驻外使领馆
为香港同胞提供“全天候”的领事保护
与服务，“无论走到哪里，祖国在你身
后”的庄严承诺让香港同胞更加安心。

紫荆盛放时，香港正青春。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创

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
想。“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的一个伟大
创举，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
了新思路新方案。事实证明，“一国两
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
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
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是行得通、办得
到、得人心的。

回望方知行渐远，登高更觉天地
阔。从历史中走来，向着未来前进，充
满生机活力的“一国两制”事业，必将
挥写更加精彩的新篇章。

（二）

“香港发展一直牵动着我的心。”5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机场对中
外记者的一席话，道出党和国家对香
港的深情牵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出发，对“一国
两制”、香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和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一国两制”事
业取得新经验、实现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一国’
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
固才能枝荣”；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
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
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
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
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中央全面准
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
动摇，更不会改变。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新时代“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提供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这是心系香港同胞的民生关怀，
让香港的发展更有温度。从强调以人
为本、纾困解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
经济民生方面的突出问题，到要求重
视解决青年群体面临的困难，关心、支
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
记始终把香港同胞的民生冷暖放在心
上，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惠及香港
市民。

这是着眼长远的制度完善和法
治保障，为香港长治久安筑牢根基。
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实施香
港国安法，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一系列
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
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
港、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
下坚实基础。

“总有一双臂膀为我们遮风挡雨，
总有一盏明灯为我们指引航向”，回顾
香港走过的不平凡历程，一位港区全
国政协委员这样感慨。香港正站在

“一国两制”实践的历史新起点上。在
新时代推进“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
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瞻远瞩、与时俱进，使“一国两制”理论
和实践更为丰满、更加鲜活、更具时代
性，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复兴
迈出了新步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了新贡献。

（三）

“这是祖国送给香港的一份厚
礼。”6 月 22 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举行开幕典礼。从青铜器、书画
名作，到织绣、陶瓷等，来自故宫博
物院的逾 900 件藏品，横跨五千多年
中华文明史。这场文化盛宴，连接
古今中外，也架起沟通心灵、融通情
感的桥梁。

文脉连着血脉，岁月见证深情。
难忘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突袭香港
时，中央政府出手力挺香港,使国际金

融炒家铩羽而归,香港金融市场得以
化险为夷；难忘香港经济遭受重创而
陷入低迷时，中央推出《内地与香港关
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一
系列政策，加强互利合作，重燃香港社
会信心与希望；难忘非典疫情、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时，中央及时伸出援手助
港抗疫，奏响一曲曲血脉相连、大爱无
疆的感人旋律……

温暖如一，情满香江。一路走来，
尽管有风雨和坎坷，但祖国始终是香
港抵御风浪、战胜挑战的坚强后盾，是
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最大底气。

2021年，由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
的部分月壤在香港会展中心展出，许
多市民惊喜地发现，在中国人“可上
九天揽月”的圆梦故事里，也有香港
的一份贡献——香港理工大学研发
的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嫦娥五号成功
完成月表采样返回任务。民族复兴
的壮丽史诗里，有不朽的香江名句；
风雷激荡的时代风云中，有不变的赤
子之心。

在这片海风吹拂的热土上，总有
一种情怀在流淌，那是无法割舍的骨
肉亲情，是刻骨铭心的家国记忆。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
一看。”今天，香港市民的一杯清茶、一
碗靓汤，早已离不开内地输送的潺潺
东江水。血浓于水，命运与共。无论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一个朴实的道理
颠扑不破：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
港会更好！

（四）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6
月 24 日，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
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只有
不断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对生活安康、
社会安宁的梦想。

今日之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
关键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
展是香港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
种问题的金钥匙。从不断提升竞争
力，到破解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年轻
人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题；从强化政
府治理能力，到同建关爱共融社会，
都需要在发展中求解。正如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所
言：香港的新篇就是希望在 5 年里创
造一个有充分发展机会而且平稳、安
全的香港，通过发展解决很多方面的
问题。

以发展的眼光看香港，依然任重
道远；以广阔的视野看未来，前景一片
光明。

紫荆花开正烂漫，乘借东风上
青云。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不仅
能够分享内地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
遇，而且能够在国家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中占得先机。坚守“一
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在国家
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扮演更积极
角色，香港定能培育新优势、发挥新

作用、实现新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
惠及广大市民。

在世界夜景卫星图上，从广州到
深圳再延伸至香港、澳门，是灯光最璀
璨的区域之一。近年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港珠澳大桥横
卧伶仃洋，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香
港与内地的路网、口岸等“硬联通”已
打通各个节点，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

“软联通”不断深化，大湾区“一小时生
活圈”基本形成，《全面深化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广
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
作总体方案》等不断促进合作，互通共
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以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为牵引，香港正加速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

“跨过深圳河，天地更广阔。”2021
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普遍
认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能带来益处，
大部分受访者认同大湾区能帮助香港
建立增长新引擎。在越来越多的香港
青年心目中，“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个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地方”；在经济学
家看来，“香港迎来了一个最好的时
代”；在外商眼里，“香港是拥有超过
8000万人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部分，
这是世界上拥有更多好机会的地
方”……

对香港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
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
新的重大机遇。“相信自己、相信香港、
相信国家。”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新征程，新时代中国勇毅前行、朝气
蓬勃，也给香港繁荣发展注入更加澎
湃的新动力。

“寻梦者启程起跑线，在这狮子山
下冲线，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建。”香
港特区政府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组织创作的主题曲《前》，唱出了
香港市民创造未来的信心和力量。“心
合意同，谋无不成。”拧成一股绳，铆足
一股劲，开拓向前不停步，新时代的香
港充满希望和活力！

天高海阔，气象一新。不久前，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帆船赛在维
多利亚港举行。帆手们乘风破浪、奋
勇争先，展现了香港同胞同舟共济、扬
帆万里的精气神。

潮涌香江千帆竞，勠力同心再启
程。回望过去，沐世纪风雨，经百年沧
桑，“东方之珠”在南海之滨绽放异
彩。展望未来，700 多万香港市民抖
擞精神，续写狮子山下发展新故事、繁
荣新传奇。“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感召和团结广
大中华儿女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香江水澎湃不息，紫荆花永远盛
开。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祝福香港，
祝福祖国！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紫荆花永远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