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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为进一步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海洋
生态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月11日，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组织开展“守护蔚蓝”2022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海洋保护推广季暨“世界
海洋日”系列活动的首次净滩行动，
并开展党建联建和“党员奉献日”志
愿者服务活动。

净滩活动主要针对伴随潮水涨
退及来往人员滞留在沙滩上、礁石间
的垃圾进行清理。活动开始前，工作
人员向参加活动的志愿者讲解了垃
圾分类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随
后，近百名志愿者手持夹子、垃圾袋
等工具，行走在泥泞的滩涂上，将海
滩上的垃圾拾起放进袋子里。虽然
天气炎热，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热
情，大家顶着烈日，用双手清理出一
条美丽海岸线。

此次净滩行动旨在通过实际行
动凝聚社会各界共识，让大家感受
到海洋垃圾污染的严重性，推动更
多社会力量积极支持和参与海洋生
态保护。

活动结束后，有志愿者表示，这
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这么多海洋垃
圾，对海洋白色污染的危害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落入海中的垃圾，不但
会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系
统，还会导致各类海洋生物受伤或
死亡，并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
康。因此，守护美丽海滩、洁净海
洋，不仅是守住“文明线”，更是守住

“健康线”。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有关
人员表示，善待海洋从你我开始，
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这片蔚
蓝。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珠海
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珠海大横琴
城市公共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等
单位的党支部，以及澳门国际海洋潜

水协会、珠海市海洋资源保护开发协
会、珠海市潜水运动协会、珠海市环
保与生态协会等的志愿者参与了本
次活动。

保护海洋生态 还原美丽海岸
合作区组织开展“守护蔚蓝”首次净滩活动

近百名志愿者手持夹子、垃圾袋等工具清理海滩垃圾。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供图

□本报记者 马涛

每年支持正安不少于8000万元
用于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今年起，合
作区每年投入5000万元，与正安共建
吉他文化产业园；广东等东部省份去
年累计采购、销售正安农特产品1.25
亿元……一串串数据的背后，正是琴
澳携手正安打好东西部协作“组合拳”
的生动写照。

记者7月10日从粤黔协作工作
队遵义工作组获悉，自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与遵义市正安县结对以来，两
地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核心目标和重点任
务，围绕“发展共谋、园区共建、资源共
享、社会共治”主题主线，推动东西部
协作起好步、开好局。

以资金统筹为抓手，共谋发展大计

真金白银帮扶，真心实意协作。
2021年12月，为进一步加大资金支
持力度，合作区与正安县签订《东西部
协作框架协议》，明确合作区每年支持
正安不少于8000万元用于产业发展、
项目建设，资金支持力度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据了解，2021年、2022年，合作
区在正安共实施东西部协作项目22

个，范围涵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消费
帮扶、社会事业发展、职业技能教育、
干部人才培训、易地搬迁安置点后续
帮扶、乡村振兴示范点打造各个方面。

以首位产业为牵引，共建产业园区

共建产业园区，是推动产业合作
的重要方式和载体。

正安县位于贵州遵义东北部，享
有“中国吉他之都”美誉。结对以来，
横琴、正安重点构建“广东企业+贵州
资源”“广东研发+贵州制造”“广东总
部+贵州基地”“广东市场+贵州产品”
的“4+”模式，按照吉他工业、吉他文
化、吉他旅游“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思
路，合力打造正安产业升级版，并全面
启动正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
建工作。

2021年，横琴在正安吉他文化产
业园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2000万元
建设标准厂房，厂房建成后提供200
多个就业岗位，惠及易地搬迁安置点
脱贫户7000余人。

从2022年开始，合作区每年投入
5000万元、连续三年投入1.5亿元，与
正安共建吉他文化产业园。

日前，珠海大横琴发展有限公司
与正安经济开发区签订园区共建协
议、委托运营协议和横琴口岸吉他馆

共建协议，后续双方将在园区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运营管理、招商引资、以投
带产、吉他展示展销、品牌打造等领域
展开深入合作。截至目前，已有9家广
东企业落户正安，其中大部分企业进
驻园区，实际到位投资额3.283亿元。

以要素配置为保障，共享优势资源

结对以来，横琴、正安坚持要素资
源双向流动，在劳动力转移就业、农特
产品产销对接等方面创新工作举措，
落实区域共同发展目标。

劳务协作上，按照“精准对接、稳
定就业”原则，充分发挥合作区就业市
场优势，共同做响正安“尹姑娘·珍汉
子”劳务品牌。截至目前，已累计帮助
796名正安农村劳动力在广东等东部
地区实现稳定就业，其中脱贫人口
162人。

消费协作上，按照“正安特色产
品+合作区（澳门）市场+正安基地”合
作模式，通过开设“三专”（专柜、专馆、
专区）、开展“四进”（进机关、进企业、
进社区、进商超）、建立“五统一”（统一
收购、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价格、
统一配送），逐步推进正安农特产品走
进粤港澳大湾区以及葡语系和拉美国
家。2021年，广东等东部省份累计采
购、销售正安农特产品1.25亿元；销

往葡语系和拉美国家吉他15.5万把，
销售额超1000万美元。

以结对帮扶为契机，共治社会管理

此外，横琴、正安两地按照“政府
领导、社会主导、多方参与”的工作方
向，开展多领域、全方位帮扶协作，大
力引入珠海和合作区学校、医院、社
区、企业、社会组织等到正安结对帮
扶，着力构建“大协作”工作格局。

2021年以来，珠海和合作区社会
各界共有57批461人次到正安考察
调研、交流学习；同时，珠海积极发动
社会力量捐助资金，截至目前，累计捐
赠社会资金798.51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间交往上，
2021年12月，澳门青年交流团到正
安考察交流，这也是澳门青年首次走
进正安、近距离了解正安。

2022年3月，由广东省政府横琴
办、合作区执委会领导带队，联合澳门
街坊会联合总会等到正安县瑞濠易地
搬迁安置点考察调研，交流协商社区
共治相关事宜，随后两地签署社会服
务协作协议，在瑞濠易地搬迁安置点
正式启动共建社会工作人才正安孵化
基地，把澳门精细化社区管理服务模
式引入到正安易地搬迁安置点，优化
社会治理体系。

围绕“发展共谋、园区共建、资源共享、社会共治”主题主线

琴澳携手正安打好东西部协作“组合拳”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7 月 8
日，中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教育系统
委员会党员大会召开，选举出第一届教
育系统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合作区
执委会副主任牛敬出席会议。

大会严格按照规定程序，以无记名
投票差额选举方式选举出第一届教育
系统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

随后，合作区教育系统纪委召开第
一次全体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中
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教育系统纪律
检查委员会党员大会选举办法（草
案）》，选举中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教育系统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
记。其中，许凤梅当选教育系统纪委书
记，赵巧如当选教育系统纪委副书记。

合作区教育系统党委召开第一次
全体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中共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教育系统委员会党员
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选举中共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教育系统委员会书记、

副书记，明确教育系统党委委员分工。
其中，牛敬当选教育系统党委书记，黄
宇杰、许凤梅当选教育系统党委副书
记。

牛敬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教育系统第一届“两委”委员的选举产
生，意味着合作区教育事业发展有了
更强有力的领导，合作区教育事业发
展将迎来新的起点、新的前景。当选
的“两委”委员要勇挑重担、敢于担当，
竭尽全力推动教育事业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特别是要加强合作区教育系统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党建与教
育工作相融合；坚持把党的教育方针
全面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面；坚持党
管人才的原则，不断提升教师队伍的
育人能力和水平；坚持在党建引领下
积极践行琴澳教育融合，始终牢记教
育人的责任使命，努力把合作区教育
系统党建工作建设成为坚持党全面领
导的模范之地。

合作区教育系统党委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本报记者 王晓君

“我家小孩最近干咳、发热一直没
好，有一点头痛，嗓子还肿了，究竟怎么
回事？”最近，有家长向珠海市人民医院
横琴医院咨询，该院检验科医生靳紫昕
表示，有可能是感染了A族链球菌，可
通过做GAS检测明确致病菌，再对症
用药。

A 族 链 球 菌 又 称 化 脓 链 球 菌
（GAS），是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它是引
起细菌性上呼吸道感染的最常见细菌，
可导致急性细菌性咽炎、扁桃体炎、猩红
热等疾病。严重感染还会导致败血症和
感染性休克。人类约90%以上的链球
菌感染是由A族链球菌引起的。A族链

球菌通过直接接触、空气飞沫、污染的食
物以及皮肤黏膜接触进行传播。

靳紫昕介绍，A族链球菌感染冬春
季高发，在炎热的季节多为皮肤感染，
最常见的传播方式为呼吸道传播，主要
感染类型包括：第一种是化脓性感染，
表现为呼吸系统感染或局部皮肤及皮
下组织感染。呼吸系统感染可导致咽
扁桃体炎，在冬季和早春发病，3岁以下
幼儿感染有明显的鼻炎或低中程度的
发热。3岁以上人群则发病突然，可表
现为咽痛、吞咽痛和发热等症状。第二
种是中毒性疾病，表现为猩红热。第三
种是变态反应性疾病，又叫风湿热。

靳紫昕提醒，如果出现以下两种或
以上情况，需进行GAS检测：发热、少
量咳嗽、扁桃体表面有脓液、颈前淋巴
结肿大、发炎部位用手按压感到疼痛；
儿科、呼吸科住院患者普筛；病毒性感
染经治疗后病情仍未好转；反复上呼吸
道感染。

孩子为何一直干咳发热？
可通过GAS检测诊断是否感染A族链球菌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毕业
前夕，为了帮助大班的孩子做好幼
小衔接，子期实验幼儿园携手子期
实验小学、伯牙小学，联合举办“大
手拉小手，学做小学生”参观活动。

子期实验幼儿园隔壁就是子
期实验小学，幼儿园的孩子们一走
进校门，就看见戴着红领巾的哥哥
姐姐们已经列队站在门口。观看
完学校宣传片，大朋友就领着小朋
友参观校园。在操场上，一起追逐
踢球；在教室里，体验小学生上课
的感觉；在广播站里，看校报记者
和广播员制作节目编报……

随后，小朋友们还参观了生物
实验室、科学实验室、音乐教室、美
工教室……最后，哥哥姐姐们还在
舞蹈教室和大礼堂里给小朋友们
表演精彩的节目。

参观完子期实验小学后，孩子

们接着前往伯牙小学。一走进伯牙
小学的大厅，大家就被古风古韵的
环境深深吸引，一名一年级的姐姐
抚琴奏乐，欢迎大家的到来。随后，
孩子们来到操场，跟着老师一起玩
热身游戏，观看哥哥姐姐们表演课
间操以及精心准备的节目。大鼓教
室、书法教室、陶艺教室，每一间都
各有特色，孩子们还走进了一年级
的教室，感受翻转课堂的魅力。

子期实验幼儿园相关负责人
表示，从孩子第一次踏入幼儿园
开始，老师们已经开启幼小衔接
教育，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孩子能否顺利融入小学生活，需
要多方联动。

大手拉小手大手拉小手 学做小学生学做小学生
子期实验幼儿园开展参观小学活动子期实验幼儿园开展参观小学活动

▶子期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兴致
勃勃学习使用显微镜。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忙碌而
充实的2022年春季学期结束了，同学
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暑假生活。近日，
合作区多所中小学、幼儿园通过形式多
样的毕业典礼、散学典礼、出学礼等，为
毕业班的学子送上殷殷嘱托，对学生进
行安全教育、感恩教育，为孩子们度过
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护航。

7月9日上午，首都师范大学横琴
子期实验小学在报告厅举行“再见子
期·童年不散”毕业典礼。大屏幕上播
放着电子相册视频，老师、学生和家长
一起回忆美好的校园生活。刘晓虹和
谭景慧两位老师给每位毕业生分发去
年9月学生写的《致一年后的自己》和
毕业纪念照。“张灿桥！”“到！”……听到
班主任最后一次点名，学生用坚定的眼
神、洪亮的声音回应。毕业典礼结束
后，师生、家长前往操场的“子期毕业
林”，一同种下了毕业树，毕业生还在树
上挂上愿望卡。

同一天，横琴一中2021-2022学年
第二学期出学礼暨散学礼在文体中心举
行。看到大屏幕上播放的记录初中生活

的视频时，有人欢笑、有人喝彩、有人轻
轻擦拭眼角的泪水……1000多个日夜，
交织着汗水、泪水与欢笑，最终化作了记
忆的珍贝，被收藏进青春的宝盒。

典礼上，毕业班的孩子用歌声、舞
蹈表达对母校的感恩之情，展现出朝气
蓬勃的精神面貌。学生代表李思言说
出了大家的心声：感恩老师不辞辛劳的
教导，感恩家长风里来雨里去的陪伴，
感恩母校给予成长的沃土。典礼结束
后，这些孩子走上红地毯，激动地跨过
毕业门，与老师、父母击掌拥抱。

在横琴一小的散学典礼上，法治副
校长给大家进行假期安全教育，卫生副
校长讲解卫生知识，为孩子们的假期保
驾护航。随后，学校领导为获得阅读之
星、数学智多星、科技之星、爱乐之星、
学习标兵、三好学生、“最美南粤少年”
区级评选入围的同学颁奖。

横琴一小校长张浩亮表示，希望获
得表彰的同学再接再厉，不骄不躁，在
下一学期再创佳绩，也期望没有获奖的
同学不要灰心，更加勤奋、努力，争取更
大的进步。

跨过毕业门 迈向新生活
合作区多所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散学典礼

孩子们跨过毕业门与老师、父母击掌。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王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