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
量，金湾区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精心
筛选打造了金湾区红色印迹和特色
产业研学线、金湾区红旗镇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研学线、金湾区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游学线三条红色
研学线路，以实物、实景、实例、实事
为载体，拓宽党史学习教育路径。

追寻红色印迹、奋进金色征程
（红色印迹和特色产业研学线）

第1站 林伟民与中国早期工人
运动史迹陈列馆

参观馆内陈列图片、文字和实
物，听讲解员介绍林伟民与中国早期
工人运动史迹和诵读《工人领袖林伟
民》绘本，深入学习工人领袖林伟民
的先进事迹和伟大精神；通过向林伟
民同志献花致敬、鞠躬默哀等方式表
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敬仰和缅怀之
情。

第2站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现场参观全市首个医药行业智

慧党建宣传教育基地、汤臣倍健党建
基地及汤臣倍健智能透明化工厂，了
解金湾区医药行业的发展以及各医
药单位的党建特色、发展历程。通过
互动飞屏、旋浮投影柱观等多样式、
沉浸式的多媒体设备，智能化互动学
习党建知识，感受金湾区建区以来的
发展成果。

第3站 木头冲乡村振兴示范村
通过听讲解员介绍、实地参观项

目建设情况和鹤道花海示范段，了解
该村近年来充分利用独特的山体、海
域资源优势推进整村保护和整体旅
游发展规划有关做法，展示木头冲
村近年来不断优化提升的村居环境
和“鹤舞金湾”地域特色文化。

抓党建促振兴、兴产业谋发展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
研学线）

第1站 红旗镇方志馆
通过在该方志馆参观学习，全方

位感受红旗镇从军垦围海造田到建
设华侨农场、红旗管理区，再到改革
开放、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
沿革和发展历程。

第 2 站 三板村、沙脊村乡村振
兴示范带

现场参观广生公园、成太广场、
四小园、创美庭院、市乡村振兴巾帼
成长基地，感受金湾区近年来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的建设成效和村居环境
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3站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现场参观丽珠医药集团展厅和
制药厂车间，了解近年来该企业坚持
党建创新有关经验做法及坚持党建
引领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成果。

寻初心促振兴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游学线）

第1站 前锋生态园
听讲解员介绍前锋生态园情况，

并通过实地参观观光旅游休闲区“微
菜园”、知青小径、农耕文化展厅等，
体验平沙农场前锋分场的历史场景，
重温农耕文化的历史变迁。

第2站 立新社区初心园
从“凝心道”开始出发，现场

参观园内同心屋、连心亭、赏心
园、绘心墙、聚心台等区域的墙
画、图片、文字和实物，听讲解员
介绍园内主题内容、“相约榕树
下”“相聚暖心室”党建品牌并重
温党的光辉历程。

第3站 南新岭下红旗飘
现场参观南新社区同心园、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的“一月一升旗，一节一
主题”展板、宣传栏等，听讲解员介绍
党建“一村一品”创新品牌“南新岭下

红旗飘”等特色内容，并了解定时间举
办升旗仪式、定主题开展活动、定人选
树立榜样、定方向引领发展的“四定”
党建工作法，增强党建工作对社区共
建共治共享的引领作用的理解。

沿着红色研学线路打卡“红色金湾”

打造学习教育“新课堂”

金湾区推出三条红色研学路线

“行走的党课”走“新”更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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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红色资源 打造“实景课堂”

金湾区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
统的红色土地，珠海“红色三杰”之
一、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先驱林伟民就
诞生于此。同时，通过金湾建区21年
来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从“有区无
城”到如今高楼林立，金湾区绘就了
一幅真实生动的改革开放全景图。

有鉴于此，金湾区委组织部仔
细梳理全区红色史迹、产业发展、乡
村振兴等分布及发展情况，根据不
同主题打造三条红色研学路线。三
条红色研学路线覆盖了金湾区主要
红色史迹、重点龙头企业、乡村振兴
示范村等，通过“观”现场、“讲”历
史、“听”事迹等形式，带领党员群众
回顾金湾发展历史，追寻金湾红色
印记，塑造富有金湾本地特色的红

色文化。
“将全区红色史迹、产业发展、乡

村振兴串联成的红色研学路线，体现
了金湾区从过去滩涂围垦，再到建区
以后砥砺奋进、谱写新时代新篇章，
这样一个蝶变跃升的过程，让党员从
这些路线上真实感受金湾区如何一
步步凝聚新征程高质量发展磅礴力
量。”金湾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值得一提的是，三条红色研学路
线不仅为党员打造红色教育“实景课
堂”，同时也是广大市民群众共享的
红色文化资源和阵地，方便大家在

“家门口”就近参观、学习、体验，让金
湾区的红色资源惠及更多人群，让红
色基因得到更广泛的传承。

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三条红色研学路线的发布是近

年来金湾区对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创
新实践和探索的一个缩影。

为了增强青少年传承红色基
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近日，金湾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金湾区教育局
邀请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叶甫能、珠海智
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黄
圣光、珠海联港资产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物业中心安全巡查员顾红琳
等 10 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组建
金湾区“红色学堂”讲师团，走进
金湾区中小学校，结合与工作生活
密切相关的问题，采用青少年喜闻
乐见的方式，讲述军人自身经历、
英烈前辈光荣事迹等，让辖区中小
学生深刻了解革命历史，汲取奋进
力量。

此外，记者获悉，金湾区近年

来紧紧围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
任务，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讲党
课 1187 场，高质量、大规模实施

“十万党员进党校”“百年党史乡村
讲堂”等学习活动，多形式开展党
史党性教育基地现场教学502次，
参加人数达10296人，并坚持因地
制宜、按需施教，深挖金湾本土红
色资源，创新打造“沉浸式”“全景
式”精品党课4堂，开设“金湾党员
云课堂”，将13堂金湾微党课搬上

“指尖”。
“金湾区将围绕贯彻落实市委提

出的‘产业第一、交通提升、城市跨
越、民生为要’工作总抓手，结合金湾
区实际，打造‘红色引擎’‘红色商圈’

‘红色乡村’等品牌，以高质量党建推
动高质量发展。”金湾区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未雨绸缪，
以练备战，方能防患于未然。6月29日
上午，金湾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2022
年金湾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
演练，检验全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
应急救援能力及相关单位协同配合作战
能力，进一步完善交通运输行业应急预案
的可行性、紧密性和可靠性。

演练模拟了珠海某能源企业的两辆
槽罐车分别接到装车任务，在空车前往任
务地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前挂车罐体内
残余的天然气液体从受损部位泄漏出来，
喷射出白色的天然气烟雾。

演练按照事故报告、预案启动、快速
反应、现场处置、点评总结等环节有序进
行。金湾区交通运输局接到企业事故报
送后立即启动部门应急预案，联合南水
镇、消防、交警、医疗等部门在第一时间响

应并赶赴事故现场参与救援处置，金湾区
交通运输局、南水镇紧急疏散人员并做好
转运工作，交警对现场进行封控、交通管
制，消防对事故车辆进行雾状水喷淋，医
护人员对事故车辆驾驶员进行健康观测。

同时，事故槽罐车所属的公司专家组
进行了现场调查和方案研讨，企业抢险堵
漏组进行了罐体周边气体监测和堵漏。
在各单位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现场险情
被控制，有效阻止了事故进一步蔓延。

金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本次演
练，进一步提高了金湾区交通运输系统突
发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接下来，金
湾区将以这次演练活动为契机，认真总结
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深入推进安
全宣传教育，大力营造全社会防范化解重
大安全风险的浓厚氛围，确保全区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7月1日，
记者从金湾区人民检察院获悉，一名犯罪
嫌疑人家属近日委托律师向该院检察官
送来一面写有“法理并施护少年·情法相
融益终生”的锦旗，对检察机关帮助迷途
少年重回人生正轨予以称赞。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小宇（化名）是
一名在校大学生，因涉嫌犯罪被移送金
湾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在办案过程中，
检察官耐心细致地向小宇讲解其实施犯
罪行为的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小宇认
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非常后悔内疚。
检察官向小宇问询了其家庭环境和成长
心理等问题，与其家属、律师多次沟通，
并询问了小宇所在大学班主任，全面了
解小宇成长经历，以便准确评估其主观
恶性和社会危险性。

检察官认为，小宇走上犯罪道路，除
了对法律认识不足，还因其具有较严重的

心理问题。为帮助其改过自新，重新回归
社会，综合考虑小宇的犯罪情节、后果、悔
罪态度，最终检察机关对小宇作出相对不
起诉决定。同时，为避免简单的“案结事
了”，帮助小宇尽早从心理疾患中走出来，
检察官在案件办结后继续说服督促小宇
寻求专业的心理治疗，并定期检查了解治
疗情况。在检察官的反复劝说和鼓励下，
小宇没有放弃，一直坚持治疗，决心摒弃
恶习，让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一面锦旗，一份信任，一份责任。”
金湾区检察院相关人士介绍，对小宇作
出不起诉决定，是该院贯彻“少捕慎诉慎
押”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一方面，在严
格执法的同时应充分考虑法、理、情，确
保案件办理于法有据、于理应当、于情相
融；另一方面，思索案件发生的根源问
题，在办案中化解社会矛盾，杜绝程序了
结、机械司法。

宽与严并济 法与情交融

金湾区检察院助力迷途学子重回正轨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7月1日，
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珠海市金湾中
心医院）迎来了五周岁生日。当天下午，
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珠海市金湾中
心医院）全面运行5周年大会在该院行政
楼报告厅举行。

据介绍，2015年，珠海市人民政府与
广东省人民医院签署框架协议，共建广东
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由广东省人民医院
全面托管。自2017年7月1日广东省人
民医院珠海医院全面运行以来，广东省人
民医院最具品牌及影响力的心血管专科、
急危重症医学部以及泌尿（肾）科、综合外
科、神经脑血管科、微创外科等国家级、省
级临床重点专科陆续进驻，分批分阶段开
展专科布局。

同时，针对珠海西部的心血管专科医
疗短板，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依托广
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品牌专科优势，建立
了集预防、规范诊疗、急危重症救治、心脏
康复为一体的心血管疾病系统化诊疗模式。

“每一位金湾的群众百姓都能深切感
受到，自从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运行
以来，不用再舟车劳顿，长途跋涉，一号难
求，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挂到省医专家的
号，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资源，这就是真
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广
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勇说。

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专家团队的带领
下，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医疗服务能

力迅速提升，目前已开放专科门诊38个、
住院专科13个；2021年度诊疗量达到
416060人次，医院门诊量（不含发热门
诊、核酸检测）达到170800人次，省人民
医院专家门诊量合计29505人次，覆盖
16个专科，约占门诊总量 17.27%。同
时，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专家团队的传帮带
下，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整体手术
水平不断提升，外科尖端手术领域不断扩
大，三级以上手术占比不断提高，已占总
手术量的34.33%，达到三级医院三级以
上手术的占比要求。

“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珠海西部，
极大程度造福了本地百姓。”广东省人民
医院珠海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忠林
在总结该院全面运行5周年时表示，医
院每个科室都基本有省医（省级）专家坐
诊，解决基层百姓到省级大医院看专家

“预约难、床位难、费用高”的三大难题。
全面开科运行后，平均每月约有40名省
医（省级）专家在金湾坐诊、查房、会诊和
带教、外科手术等。此外，金湾区一直大
力支持医院的发展建设，给予医院强有
力的财政保障。

张忠林表示，接下来，该院将依托广东
省人民医院医疗资源优势，重点专科与省
医同质化发展，该院致力于胸痛中心、脑卒
中中心、创伤中心、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
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五大中心”建
设，不断向区域医疗高地的目标迈进。

金湾区开展危化品泄漏应急演练

完善应急预案 提高处置能力

应急处置人员前往“事故”第一线进行雾状水喷淋。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全面运行5周年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造福基层百姓

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珠海市金湾中心医院）。本报记者 张洲 摄

走进金湾区医药行业智慧
党建宣传教育基地，感受金湾区
产业发展的澎湃动力；来到林伟
民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迹陈
列馆，缅怀革命先辈的英雄事
迹；探访红旗镇方志馆，寻找历
史留下的印记……

近年来，金湾区用好金湾红
色资源“活教材”，奏响党史学习
教育“最强音”，统筹将红色教育
基地、乡村振兴示范点、产业园
区和企业串联成线，精心打造一
批“多彩”现场教学点和精品课
程，形成具有金湾特色的红色研
学路线和特色教育模式。

记者从金湾区获悉，目前，
金湾区已推出“追寻红色印迹、
奋进金色征程”（红色印迹和特
色产业研学线）、“抓党建促振
兴、兴产业谋发展”（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和产业发展研学线）、“寻
初心促振兴”（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游学线）三条红色研学路线，
每条路线各有三个站点，精选金
湾区辖内革命精神重要宣讲基
地、党史学习教育基地、产业发
展活动点等，让党员群众从金湾
出发，一起感受峥嵘岁月，赓续
红色基因。

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党 员 群 众 在
“林伟民与中国早
期工人运动史迹陈
列馆”参观学习。

木头冲鹤道花海。

汤臣倍健透明工厂。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红旗镇方志馆。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