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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共生 生态岛现雏形

夏季的花海长廊林木茂密，花影摇曳，临
马骝洲的绿道如缎带镶嵌其中，游客沿着绿
道骑行散步，感觉心旷神怡。

早在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横
琴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横琴要建设成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优良、宜居宜业、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岛”。以《横琴总体发
展规划》为纲领，横琴编制了包含9大专项规
划的《生态岛建设总体规划》，开展了国家绿
色生态试点城市、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
区、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国家低碳
生态试点城镇、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
建设，围绕“顶层设计、陆海统筹、内外兼修”高
水平引领生态建设，构建“一环、双核、多湾”的
美丽海湾格局基底。

“一环”为围绕横琴岛周边水域的生态屏障
环，“双核”为芒洲和二井湾湿地公园，“多湾”为
二井湾、深井湾、长拦湾、大东湾、横琴湾等，充
分衔接澳门的“竹湾-黑沙海湾”，为琴澳一体化
发展提供可持续及具有韧性的空间支撑。

2019年，广东省委擘画万里碧道蓝图，横
琴天沐河及芒洲湿地段被纳入省级大湾区碧
道试点项目。经过三年多的建设，目前，横琴
已打造出“清水绿岸、鱼翔浅底、水草丰美、白
鹭成群”的生态廊道。2021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提出要营造趋同澳门的宜居宜业生活环
境。自方案发布以来，粤澳双方携手推进横
琴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全新的海湾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模式，不断吸引更多澳门居民到横
琴就业、创业、生活居住，共享横琴“水清滩
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城市新空间。

水陆联动 河道长治久清

横琴岛内大小横琴山一南一北相对而

望，天沐河从中流淌而过，形成“伴山临海、两
山一河、山水相融”的布局结构，构成了水泽
密布、河脉纵横、海湾争俏等多样水体景观。

打造水清岸绿的城市滨海景观带，防污
治污首当其冲。

2018年始，横琴以“环保督查+河长制+
海绵城市建设”为抓手，全面开展水域水质整
治，创新方法、精准施策。全面排查整治近海
水域乱象、入河入海排污口；建立起常态化

“清漂”机制、落实河道清淤疏浚；推动旧村居
雨污分流改造、排水设施清淤和病害治理工
程建设，彻底摸清污水从哪来、到哪去、怎么
排的问题。

“眼过之处皆是风景！”“偶见飞鸟掠过，
给人感觉特别舒适！”横琴“颜值”提升获居民
点赞。

为巩固水环境整治成效，实现长治久清，
横琴建立全域水污染风险点巡查防控机制，对
全岛重要排水户进行全面入户管理，“近岸海域
及天沐河全线共有119个雨水排口，我们对其
进行全覆盖登机编号，并纳入常态化监测管
理。”大横琴城市公司公共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水务管养中心项目副经理任伟楠介绍说。

近三年来，遵循“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
统治理”理念，横琴划定20.06平方公里进行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开展试点项目94个，涌现出
二井湾湿地公园、横琴海绵城市系列公园、天沐
河生态碧道等一批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大雨不
内涝、小雨不湿鞋、水体不黑臭”已显成效。

目前，横琴水域水质大幅提升，黑臭水体
全面消除，劣五类水体消除比例由2019年的
50%提升至2021年的90%，形成“开门见绿、
推窗是景、举足亲水”的城市观景效果。

玉带串珠 打造最美岸线

芦苇荒滩蝶变生态绿洲，沿马骝洲水道
望去，澳门新葡京大厦和澳门观光塔就在眼

前……漫步于生态修复后的堤岸景观带，可
见清水畅流、湿地润泽、滩涂如画，如玉带串
珠，山水相映成趣。截至目前，横琴已建成海
堤岸线33.15公里，其中，澳门特区政府投资
建设的澳门大学段海堤1.72公里；海堤生态
化约12.66公里，打造沿线全新景观带，与花
海长廊的岸边防护林形成整体景观；生态修
复滨海湿地面积1.19平方公里，打造琴澳最
宝贵的海岸湿地生态系统。

而作为横琴景观中轴线的天沐河，也是
一条重要城市滨水景观带。天沐河西接磨刀
门水道，东接十字门水道，全长约7.2公里，是
横琴重要的生态、景观轴线，也是大小横琴山
之间最重要的泄洪通道。

以建设天沐河防洪景观工程为契机，这条
承担着排污、泄洪功能的“大动脉”成为了海绵
城市水安全的“主骨架”。2014年以来，天沐河
河道岸线采用自然驳岸、生态小岛等形式，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各种生态要素，设置雨水花园109
处，建设生态沟12.717公里，实施13.4公里生
态堤改造，构建出一条联通山水、贯穿全岛、环
境优美、功能复合的绿色生态廊道系统。

经修复后的滨海湿地，以营造鸟类生境
为核心目标，为更多生态物种栖息繁衍创造
了条件，目前，横琴岛已探明鸟类100余种、鱼
类200余种。在芒洲和二井湾湿地的观景台
上，凭栏远眺，偶尔能看见白鹭在水边觅食、
褐翅鸦鹃在芦苇荡上歌唱、绿头鸭在水中嬉
戏……

当下，横琴持续推进“美丽海湾”建设，统
筹推进海岸配套公共设施建设、滨海碧道建
设、山林湿地生态修复、提供高品质亲海平台
等项目。“2022年，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在生态建设上预计投入超过5亿元，用于支持
开展山林湿地修复、水污染防治、海洋保护、
滨海城市建设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合
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生态环境处代理处长

罗华兵表示。

亲海享海 生态旅游渐热

伴随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生态功能有效改
善、生态价值逐步彰显，合作区“宜居宜业宜游”
的新篇章正在奏响。

天沐河上，赛艇在碧水中滑行尽显矫健身
姿，连续举办了三年的横琴天沐河名校赛艇
赛向外界证明着天沐河河道及水质条件已跻
身国际赛艇优质赛道行列，比赛先后吸引包
括耶鲁大学、澳门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名
校及赛艇俱乐部前来参赛和交流。此外，骑
行、徒步、越野和马拉松等环保活动的一一落
地，更是不断提升群众临海、亲海、享海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环境宜人、生物多样的生态海岸促进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近两年，横琴陆生野
生脊椎动物资源本底调查显示，新发现野生
鸟类记录31种、爬行类记录2种、哺乳类记录
1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黄嘴
白鹭、白腹海雕、中华白海豚，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欧亚水獭、虎纹蛙、蟒蛇及一百多种野生
鸟类均在横琴的美丽海湾留下身影。

波光潋滟的长隆横琴湾，一步一景的花
海长廊……多条生态优美、景观丰富、配套完
善、特色鲜明的旅游休闲带让海湾之美触手
可及，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游玩打卡，成为琴
澳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今年五一假期，合作区累计接待游客约
12.5万人次，从澳门经横琴口岸进入合作区的
客流达7.9万人次，其中，花海长廊、小横琴山
脚下的森林主题驿站成为微信朋友圈的“刷
屏爆款”，生态游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接下来，合作区将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
共享新体制下，努力探索出一条横琴独特的
生态建设之路，为其他城市提供可借鉴、可复
制的横琴方案。”罗华兵说。

从“共建”走向“共享”：

打造独具特色的横琴美丽海湾

横琴花海长廊。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从高空俯瞰珠江口西侧，
横琴岛宛如一把古琴横卧于南
海碧波之上，长约76公里的海
岸线蜿蜒伸展，勾勒出琴架的
轮廓，优美流畅。海风轻抚，山
舞清韵，生态音符跃动在随处
可见的滨海绿地上，一幅天蓝、
草绿、水清、景美的生态画卷徐
徐展开……

近年来，横琴通过建设高
质量美丽海湾，促进水域生态
保护和生态修复，打造了全新
滨海景观带、花海长廊、芒洲湿
地公园、天沐河等水生态“新名
片”，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岛”图景化为现实。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秀岑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道：7月5日，
记者从珠海大横琴城市公共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了解到，在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市政管理
署的指导下，大横琴城资公司先后两次对横琴体
育公园景观开展升级改造，全面提升公园的舒适
性，打造功能齐备的休闲健身场所。该景观升级
改造工程近日顺利完工。

横琴体育公园位于横琴大道北段、横琴国际
网球中心以西、香江路以南、知音南路以东，占地
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公园功能区分为综合示范
区、主题运动区和休闲活动区三大部分，此次升级
改造主要涉及景观、绿化提升和功能性设施完善
等内容。

此次升级改造新增公园景观20余处，绿化提
升2.25万平方米。其中，一处以冰墩墩为主体的
景观小品令人眼前一亮，特别到了夜晚，冰墩墩的

“冰丝带”灯光闪耀，为整个公园增添时尚与活力
氛围。

蓄势待发的乒乓球运动员、奋力骑行的运动
健将、手握足球的熊猫……形态各异的运动景观
雕塑为公园增添浓郁的运动气息。漫步在公园小
径，连偶遇的井盖都被画上了体育“彩妆”，小细节
里尽显动感与创意。

除了注重提升公园的美观性外，此次改造还
将原有的羽毛球场改造成匹克球场，进一步优化
公共体育锻炼空间，满足周边市民休闲健身需
求。目前，公园设置有11张乒乓球台、1个健身
广场、1个足球场、4个篮球场、1个羽毛球场、1个
匹克球场，还有400米的标准环形跑道。

公园配套设施更加完善。为改善户外劳动者
的工作条件，公园内新增一处爱心驿站，驿站是一
个集饮水、热饭、充电、休息、避雨等功能为一体的
工会户外劳动者便利服务站点，配备饮水机、微波
炉、空调、冰箱、医药箱、工具箱、报刊书籍等物品，
解决了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
动者“渴无水饮、饭菜难热、如厕无处、歇息无房”
等问题。该驿站曾获评2021年广东省省级户外
劳动者工会爱心驿站。

“横琴体育公园的升级改造是推动城市更新
的缩影，也是释放城市魅力、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
得感的有力举措。希望公园可以为周边市民提供
一个尽情挥洒汗水、呼吸新鲜空气的宜人生态空
间，满足市民对健康生活、回归自然的期待。”大横
琴城资公司管养项目负责人表示。

遛娃健身两不误

横琴体育公园全新升级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子怡

吉他琴弦轻轻颤动，粤黔交流奏响乐
章。横琴和正安，一个位于南海之滨，一个地
处大娄山脉，东西之间相隔千里，结成协作之
约，搭建起互帮互助的山海之桥。

近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2022“广
东扶贫济困日”暨全社会助力乡村振兴活
动。省委横琴工委委员、省政府横琴办副主
任叶真在活动结束时表示，横琴作为粤港澳
大湾区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支点，积极响应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东西部协作推动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部署，在产
业、消费、教育、医疗等方面开展帮扶，两地协
作取得初步成效，形成良好开局。

投入一笔资金 落实一批项目

总体统筹加资金支持方能推动帮扶项目
真正落地生根。6月14日，合作区开展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安县东西部协作工作联
席会议，横琴驻正安工作组代表在会议上作
《共谋东西协作 共赴山海之约》横琴和正安
县东西部协作简要汇报。

汇报提到，横琴、正安两地在签订东西部
协作框架协议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了
两地党政主要领导交流互访5次、召开联席会
议 3 次，2021 年共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
5541.4万元（其中市级统筹资金583万元），安

排实施了包括吉他厂房、扶贫车间、茶叶加工
厂、白茶交易市场、学校建设、示范村打造等
18个东西部协作项目，项目均按期完成，资金
报账率达95%。

从今年开始，合作区将进一步加大资金
支持力度，明确每年支持正安不少于8000万
元用于协作项目建设。本年度谋划建设的10
个项目涉及投入6057.25万元资金已全部拨
付至正安，重点用于支持产业项目，完善产业
链条，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做优产业品牌 对接湾区市场

产业兴则百业兴。叶真谈到横琴对正安
县东西部协作所作的工作时，第一个提到的
就是全力推进产业的帮扶。

经过多年发展，正安县已形成以吉他为
核心的特色产业。在此基础上，应当考虑如
何帮助正安吉他产业做优做强。据了解，
2021年正安县国际吉他产业园年产销吉他突
破600万把，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吉他生产基
地，如此庞大的产量，需要广阔的市场吸纳。
横琴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近可连接大湾区，
远可通过澳门对接国际市场，正是正安产业
需要借助的平台。

6月14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安吉
他馆落地横琴口岸。前卫的设计、精致的吉
他陈列，吸引着来往旅客的目光。当天除“正
安吉他馆”揭牌仪式外，还同时启动多项活

动，如“正安吉他进校园”吉他赠予仪式，正安
本土吉他品牌新品亮相“正安吉他进湾
区”——正安吉他新品发布会等，帮助正安吉
他提升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并借助澳门与国际接轨的平台走向国际。

正安县拥有不少特色农产品，但是市场
尚未开拓，附加值亟待提升。4月30日至5月
1日，在澳门举办的“工联会员福利购——优
质特产福利购”活动特别增设贵州遵义特色
产品展区，方竹笋干、野木瓜原液等数十种正
安县、桐梓县、湄潭县的特色农产品亮相澳门
市场，为西部特产打开销路。

数据显示，2021年，横琴帮助销售正安农
特产品1.25亿元；帮助正安吉他销往葡语系
国家15.5万把，超1000万美元。“正安的产品
在珠海、澳门已经有了初步的市场地位和规
模。”叶真说。

各界交往不断 广泛参与协作

2021年以来，珠海和合作区社会各界有
38批319人次到正安考察调研、交流学习；共
有4所学校、2家医院、1个社区、15家企业、9
家社会组织与正安5所学校、2家医院、1个社
区、22个脱贫村进行结对，形成了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的“大协作”格局。

其中，横琴莲花社区已确定与正安县乡
村振兴示范点桴焉镇坪生村建立结对关系。
横琴与正安县的教育和医疗部门也建立起对

应的协作互助关系，两地医生和教师定期进
行交流互访。“尽管合作区目前的教育和医疗
机构不多，但是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品质和实
力非常突出。”叶真说，“正安县的医生和老师
可以学习借鉴横琴医学界、教育界的经验做
法，对拓展他们的事业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
用。”

值得一提的是，澳门社会也积极参与到
两地协作中。今年1月，20余名琴澳青年组
成“新时代·同心行”澳门青年参访团来到正
安，3天的交流考察活动，让澳门青年感受到
了正安乡村振兴的热力和产业发展的动力。
3月，澳门街坊总会、澳门妇女协会随团到正
安县考察调研，交流协商社区共治相关事
宜。4月，澳门与正安县签署社会服务协作协
议，在瑞濠易地搬迁安置点启动共建社会工
作人才正安孵化基地，推动澳门精细化社区
管理服务模式在易地搬迁安置点后续扶持上
开展新的探索和尝试。另外，澳门音乐协会、
餐饮协会、旅游协会等也曾多次组团到正安
交流合作。

以山为“盟”、以海为“誓”，横琴与正安
县，在东西部协作的大背景下结对，许下同心
同向的发展心愿。叶真表示：“未来，我们会
按照广东省关于东西部协作的要求和部署，
进一步落实好横琴与正安东西部协作的3年
总体规划，扎扎实实把横琴所能落实为正安
所需，为正安县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将横琴所能落实为正安所需

共谋东西协作 共赴山海之约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 见习记者伍芷莹报道：
“非常感谢疫情防控人员的关心与关怀，我感到十
分暖心和安心！”7月5日，小横琴社区中海名钻小
区居民庄女士将一面写有“风雨同舟战疫情，共克
艰难保平安”的锦旗送到合作区疫情防控联合指
挥办，短短十四个字表达了她对疫情防控期间工
作人员辛勤付出的感激之情。

6月19日，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根据
合作区疫情防控联合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中海名
钻小区11栋划为封控区，严格执行“区域封闭、足
不出户、服务上门”管理措施；中海名钻小区划为
管控区，实行“足不出区、错峰取物”管理措施。

庄女士告诉记者，作为封控区中海名钻小区
11栋的居民，她在此次疫情期间也接受了集中隔
离。“刚开始隔离时有点痛苦和担心，但疫情防控
人员贴心周到的服务让我们感受到平安、舒适。”
她说，隔离期间，防疫人员会派发特定选材的中
药，帮助隔离居民增强自身抵抗力，还会送上一些
写有鼓励话语的小纸条，在精神上给予隔离居民
极大的慰藉。

庄女士说，她了解到，一些工作人员甚至连续
好多天都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好在通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横琴顺利渡过了此次难关，于是她特地
送来锦旗以表感谢。“我的房子今年下半年就要
到期了，原本还在犹豫要不要继续住在横琴，经
此一‘疫’，我已经做好了决定，我会继续留在横
琴生活！”庄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6月19日，在接到横琴疾控中心
的通知后，小横琴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景
锋迅速组织社区和物业所有工作人员，对中海名
钻小区内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实行封控管理，并开
展“扫楼”行动，迅速摸清封控区人员具体情况，了
解居民是否有医疗救治等特殊需求。“6月19日6
时5分，我们接到横琴疾控中心的通知，说中海名
钻小区11栋有一位核心密切接触者，我们仅仅用
了10分钟就完成了封控任务。”陈景锋说，生活物
资保障也十分迅速，按照每户三天的量进行物资
配送，当天18时左右，头三天的物资就全部配送
到居民手中。

周到的服务让人很暖心
原封控区居民向合作区
疫情防控联合指挥办赠送锦旗

横琴体育公园变美了。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