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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中，异形曲线建筑可
以给城市带来艺术美感，但复杂
曲面往往会给幕墙设计生产施
工带来巨大技术挑战。由扎
哈·哈迪德事务所为恒基兆业打
造的美利道2号项目位于香港
中央商务区核心地带，其建筑外
观灵感来源于紫荆花蕾，生动诠
释了紫荆花绽放过程中的形态
和层次感。在这个幕墙安装面
积达2.5万平方米的项目中，包
含着平面、单曲、双曲及锥形玻
璃幕墙单元近3000件，曲面复

杂单元占比达60%。
双曲加扭拧，复杂的外形

需要极高的弧形玻璃幕墙设计
加工工艺及精度，也让香港中
环美利道项目成为了全球双曲
幕墙代表作之一。所幸，为了
实现建筑设计师天马行空的创
意，充分展现建筑“流动”的美
感，远东珠海攻克了双曲技术
难题，研发出了令人望尘莫及
的幕墙生产“黑科技”——独特
的数控弯曲技术。通过参数化
设计和数字化加工生产线，远

东珠海有效地解决了双曲型材
加工生产工艺，在克服回弹控
制、弯曲变形等关键瓶颈上，实
现加工精度控制在 3 毫米以
内。

“想要给铝型材塑型，单单
使用外力常常会使弯曲构件与
设计形状不符，所以我们就采
用了‘拉+滚+弯+调’等复合工
艺，加上调整热处理顺序等其
他方法，在行业内率先彻底解
决了双曲型的回弹问题。同
时，我们还把双曲铝型材拉弯

偏差由5毫米降低到2.5毫米，
大大提高了双曲幕墙单元件成
品精度，为项目顺利拼接安装
夯实基础。”远东珠海董事长朱
敏峰说。

据了解，除了拉弯技术、参
数化设计和数字化加工生产
线，远东珠海还实现了智能化
检测和信息化管控，率先推动
幕墙检测迈入智能化时代，实
现生产过程无纸化，解决了跨
地域合作效率低、设计数据管
理难以及数据资料溯源问题。

凭“黑科技”游走于“刚柔”之间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近日，
记者从金湾区获悉，高栏港志愿警察队伍自
2014年成立以来，已吸纳100名志愿者，共
计21578人次参加治安巡逻，累计执勤时间
长达37030小时。

据了解，2014年1月，高栏港公安分局
巡警大队面向社会招收第一批“志愿警
察”，志愿者当中有企业老板、医生、老师，
也有工厂员工。加入“志愿警察”队伍后，

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在金湾区平沙镇、南
水镇两镇无偿地协助警察开展治安巡逻、
接处警、搜集社情民意、提供便民服务等
警务活动。同时，他们融入社区社会综合
治理，在大街小巷协助老人、小孩过马路
的身影、摆放杂乱共享单车、劝导车主佩
戴头盔、维护学校周边秩序、在核酸检测
点执勤等，是辖区群防群治队伍不可或缺
的一份子。

今年，高栏港志愿警察大队获得了
2021-2022年度“平沙镇十佳志愿服务组
织”奖牌。高栏港志愿警察沈英陆表示，“我
觉得志愿警察代表了一种正能量，我们在街
道上巡逻，居民就会感到被守护，这一方土
地上有一股正气在流动。”

怀揣“警察”梦想 热心社会服务
高栏港志愿警察队伍累计执勤时长达37030小时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通讯
员 张志勇报道：为进一步推进金湾区垃圾
分类工作，同时为去年6月1日起施行的
《珠海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进
行集中宣传，去年7月8日，在金湾区城管
局分类办的指导下，联港公司垃圾分类团队
联合中海左岸岚庭小区物业在小区会所前
广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日”主题
实践宣传活动。

活动中，“垃圾分类飞行棋”“垃圾分类
大转盘”“再生之旅”等游戏摊位让现场居民
们热情高涨，队伍排成了长龙。居民们纷
纷表示，垃圾分类能够“变废为宝”，而且实

行起来也并不难。据了解，《珠海经济特区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已于去年6月1日
开始施行，单位、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另外，该条例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各方
管理责任，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联港公司垃圾分类团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团队将继续全力做好垃圾分类宣
传工作，衔接好金湾区中海左岸岚庭小区

“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模式，使得垃圾分类
深入人心，形成“家喻户晓，人人参与”的良
好氛围。

见“圾”行动“文明新风”吹进小区
金湾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日前，
南水镇在镇内各中小学中展开了“废物利用
让生活变得更美”青少年绘画手工美术作品
征集，孩子们纷纷以垃圾分类和环境保护为
主题进行创作，共创作相关作品200余件。
经过学校和主办方的筛选，最终近100件作
品在南水市民艺术中心展览，展览将持续至
7月底。

泡沫包装材料做成的鱼儿、塑料袋做的
人物衣饰、瓶盖做的花朵、贝壳做成的小动
物、一次性勺子筷做的装饰画、四色垃圾桶、

微笑的地球妈妈……在南水市民艺术中心
内，各种充满创意和童趣的画和手工作品栩
栩如生，体现了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对垃
圾分类和环保理念的认识。

南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垃圾分类和环
境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希望通过常
态化的开展“垃圾分类”教育，鼓励孩子们争
做垃圾分类和环境保护的先行者，让广大市
民积极倡导垃圾分类和环境保护理念，以小
手牵大手的方式带动家庭、社会积极参与垃
圾分类、共践环保理念，共同参与实践垃圾
分类和保护环境，成为我市绿色发展的宣传
者、践行者、倡导者。

该展览由南水镇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办、
南水镇文明办、南水镇文化服务中心和南水
镇新时代实践所共同主办，南水镇各中小学
校协办，青籽社工机构承办。

南水镇举办“废物利用”主题青少年绘画手工美术作品展

鼓励孩子们争做环保先行者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引导
居民科学整理收纳，营造整洁舒适的居家环
境，同时为居民搭建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平
台，帮助更多居民就业创业，7月10日，三灶
镇妇联开展“打造一个井井有条的家”收纳师
技能培训课堂，吸引了30名居民参加。

培训中，收纳培训老师围绕“让厨房不
再沦为战场”“拥有一个轻松收拾的客厅”

“废弃物品秒变收纳‘神器’”“如何提升衣橱
的空间利用率”四大板块展开讲解，结合中
国家庭的案例，详细讲授了家庭科学收纳整

理的技巧及各种实用方法，并逐一进行示
范。学员们纷纷表示整个课程内容轻松有
趣，课堂“干货”满满，收获颇丰。

“此次培训旨在提升辖区居民综合素质
和生活品质，让家庭变美、家庭关系变好，实
现身心愉悦，也为有就业需求的女性提供了
更多指引和帮助。”三灶镇妇联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开设更多技能培训服务
课程，为辖区居民搭建学习知识、掌握技能
的平台，帮助有创业意向的妇女就近创业就
业，增加家庭收入。

搭建学习平台 帮助居民就业
三灶镇妇联开展收纳师技能培训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记者7
月11日获悉，今年以来，南海东部白云天然
气作业公司（以下简称“作业公司”）加快推
进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实现了“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并且产量、产品双双
得到突破。

为完成产量硬任务，作业公司紧紧围绕
深圳分公司“上产2000万吨”七年行动计划
目标，积极推行油藏、工艺、生产、科研一体
化的管理模式，牢牢锁定稳产硬任务、硬目
标，制定见水井管理办法，更新“一井一策”，
深化气藏精细化管理，抢上措施、分类对标、
深挖潜力，提高了气田整体采收率，天然气
产量始终保持超产态势。

与此同时，作业公司结合气田实际，
以节能减碳目标为导向，制定《白云天然
气作业公司低碳发展行动方案》，从设施
节能管理、工艺优化改造、放空气回收、新
节能技术应用四个着力点开展节能减碳
工作，持续推动公司绿色发展。上半年，
作业公司实现绿色低碳、降本增效，完成
措施节能 1450 吨标煤，减碳量 2621 吨，
节水量7858吨。

“接下来，我们还会通过制定高耗能淘
汰设备专项方案，开展终端光伏发电项目、
建立终端CO2回收利用装置等多项举措，
进一步推动公司绿色转型。”作业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

提高生产效率 推动绿色转型
白云天然气作业公司实现上半年产量产品双突破

志愿警察
在协助老人儿
童过马路。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远东珠海创下幕墙项目“最高”“最快”“最难”世界纪录

幕墙市场里的“单打冠军”

□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璐

5月30日起，“10分钟党群税
费服务圈”之金湾区“便民税费服务
点”正式在三灶镇政务服务中心及
红旗镇政务服务中心挂牌运行，为
广大纳税人缴费人提供涉税咨询、
发票代开、社保参保停保缴费、网上
办税辅导等业务，截至目前，两镇服
务点累计服务197人次，获得居民
广泛好评。

“一次办+就近办”摆脱“来
回跑”

据了解，本次新增服务点是
“10分钟党群税费服务圈”继金湾
区办税服务厅进驻金湾区市民服务
中心以来的再一次升级。金湾区税
务部门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进
一步聚合了服务资源，在红旗镇、三
灶镇政务服务中心已有的工商、人
社等业务上，增设税务业务窗口，既
实现了发票代开、个体户纳税、社会
保险费等业务“最多跑一次”，更使

“便民税费服务点”具备了更多业务
的闭环服务功能，避免纳税人缴费
人“多次跑”“折返跑”，让群众办事
的距离更近、时间更短。

“我就住在三灶镇，之前要到
航空新城的市民服务中心去，单是
路上花的时间，来回起码要40分
钟。”一位前来办理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业务的市民说，“现在在政务

服务中心3号人社窗口拿了证明，
直接去新设的4号税务窗口办理参
保，全程只花了几分钟，一次性就办
好了！”

珠海市金湾区税务局纳税服务
股股长徐其伟表示，金湾区税务部
门前期通过多次走访调研，根据辖
区实际情况确定了便民税费服务点
选址，将一批高频办理、与群众关联
密切的税费业务下沉至乡镇，据居
民反馈，平均可节省路途时间在30
分钟左右。

“自助办+人工办”破解“等
候长”

“我发现自己2021年个税汇
算清缴时漏填了好几项专项附加
扣除，但专程去一趟税局又太麻烦
了。这天刚好有事去红旗政务服
务中心，发现新增了一个税务窗
口，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问了一
句，发现这里不仅近，而且不怎么
需要排队，现在我更愿意来这里办
理业务。”红旗镇居民赵小姐满意

地说。
据了解，在缩短居民办事距离

之外，为更好地发挥“10分钟党群
税费服务圈”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的作用，金湾区税务部门在三
灶镇、红旗镇“便民税费服务点”
放置了自助办税终端设备，居民持
本人身份证即可办理个税证明、社
保费完税证明、小额度税费清缴
等日常税费业务，实现即办即走，
无需等待叫号。此外，居民还可以
按照流程指引，通过手机扫码，进
入“粤税通”微信小程序办理个人
参保三方协议，办理个人参保登
记、缴费、停社保等业务，实现“零
等候”。

与此同时，针对三灶镇、红旗镇
中老年人较多的情况，金湾区税务
部门成立党群服务队、划定党员责
任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挑选青年党
员轮流入驻“便民税费服务点”，为
不善于使用智能设备的中老年人及
时提供人工办理服务。

“打造‘10分钟党群税费服务
圈’是金湾区税务部门巩固拓展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方式。”金湾
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周伟军表
示，“下一步，金湾区税务部门将通
过走访调研、数据分析等方式继续
增加‘便民税费服务点’税费业务办
理事项，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进一步扩大基层服务覆盖面，切实
提高居民办税便利度。”

“10分钟党群税费服务圈”再升级

金湾区新增镇级“便民税费服务点”

市民在三灶镇政务服务中心便民税费服务点办税。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采写：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 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纵观世界地标建筑，
人们往往会惊异于迪拜
哈利法塔的高耸入云，智
利科斯塔内拉中心大厦
的宏伟壮观，或是澳门美
狮美高梅酒店的奇光异
彩。细心的人也许会产
生疑问：为什么玻璃外墙
能变弯？为什么形状各
异的材料浑然一体？又
是谁在完成建筑设计师
们的奇思妙想？带着这
些疑问，记者走进金湾区
联港工业区远东幕墙（珠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远东珠海”）。该企业拥
有世界前沿的幕墙技术
研发中心，在幕墙这一成
熟的市场“红海”里打下
了一片天地。

正因拥有走在世界前沿的幕
墙技术研发中心，远东珠海成功
地在幕墙这一已经成熟的市场

“红海”里打下了一片天地。
据了解，中国建筑兴业集团

是中国海外集团旗下五家上市公
司之一，隶属于中国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全球累计项目高达900
余座，并且稳居香港市场第一
位。而坐落于珠海市金湾区联港
工业区的远东珠海是中国建筑兴
业落子大湾区核心的战略部署，

占地8.5万余平方米，以打造智
能型生产基地为导向，于2018年
8月9日正式投产。随着珠海基
地的不断扩大，远东幕墙在香港、
澳门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一半以
上，在幕墙这一已经成熟的市场

“红海”里遥遥领先。
高端技术的支撑，加上丰富

的项目经验，让远东珠海有了承
接全球“最高”“最快”“最难”项目
的底气。其承接的迪拜哈利法塔
项目建筑高度为 828 米，共有

160层，由23566个幕墙单元板
块组成，是全球第一高楼。在
地球另一端的香港中环美利道
项目中，紫荆花苞状的双曲扭
拧单元幕墙单元玻璃最大翘曲
量为71毫米，横向最大弯曲夹角为
13°，纵向最大扭拧有14°，是目
前全球最难的幕墙项目。而深圳
的国际酒店坝光项目中，远东珠
海 的 团 队 又 在 81 天 完 成 了
24772个单元件，配合MiC的幕
墙体系，在22天完成了6栋三星

级酒店幕墙的生产，幕墙总面积
达14万平方米，相当于再建一座
迪拜哈利法塔，创造了全球幕墙
项目的最快记录。

“立足珠海，扎根金湾，展望
未来，远东珠海基地预计在2023
年突破10亿元年产值。”朱敏峰表
示，与此同时，远东幕墙珠海基地
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正在研发光
伏幕墙。也许在不远的将来，透明
的玻璃幕墙就能成为城市的太阳
能“发电站”。

创“最高”“最快”“最难”世界纪录

远东幕墙珠海基地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