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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个小区清除空中“蜘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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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继7月
30日、31日全市投入2000多人次完
成300多个老旧小区的空中缆线乱拉
乱设现象整治工作后，8月6日、7日，

“和空中‘蜘蛛网’说再见，还小区洁净
清朗空间”全市缆线整治及行业服务
提升专项行动继续进行。据统计，两
天的专项行动中，各区共组建治理队
伍87支，投入人员1604人次，共完成
349个小区治理。

7日上午，记者在香洲区前山街
道南溪工业区社区警务室附近看到，
广东广电网络珠海分公司一组施工人
员正顶着烈日对一段长约200米、悬
挂在厂区外墙上的缆线进行规整。这
里的缆线数量之多、分布之乱令人咋
舌——一栋厂房外墙上悬挂的缆线有
数十根之多，整理的工作量十分庞
大。为减少对进出工业区车辆的影
响，施工人员优先对两栋厂房之间悬
空的缆线进行了初步捆扎。

“在本周的空中缆线整治及行业服
务提升专项行动中，我们珠海广电网络
在各区投入近400人，重点对空中的飞
线及无主线进行了集中再巡查、再清
理。”广东广电网络珠海分公司规划建
设部副总监罗文睿告诉记者，为了尽
量降低对企业的影响，南溪工业区专
项行动开展前，该公司联合当地街道、

社区与园区企业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选择了企业休息较多、车辆出入较少
的周末，对空中缆线进行集中整治。

“后期，我们会对协作单位加强
管理，保证治理过的区域不再反
弹。另外，我们也安排了自有人员，
制定巡查制度，对各个网格区进行

常态化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罗文睿表示。

为切实解决空中缆线乱拉乱设顽
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连续两个周末
组织各区、缆线产权单位开展全市缆
线整治及行业服务提升专项行动，并
印发了《全市缆线治理及行业服务提

升专项行动方案》，明确行动内容、职
责分工、人员组成及工作流程。

记者7日晚间从该局获悉，8月6
日截至19时，各区共组建治理队伍87
支，投入596人次，治理小区205个。8
月7日截至18时，各区投入1008人
次，治理小区144个。

本报讯 记者陈颖报道：签合同买
精装房，收房时拿到的却是毛坯房。
付了额外装修款的梁女士，在相关部

门帮助下终于追回了装修款。市市场
监管局提醒广大商家及相关销售人
员，提供商品或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
德，诚信经营，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
理的交易条件。

2019年，梁女士在市区一楼盘看
中一套精装房，在开发商销售人员误
导下，她一次签署了购房及装修两份

合同。其中装修合同并非与开发商签
订，而是与另一家公司。

2021年梁女士收楼时发现，房屋
并非精装交付，而是毛坯状态。她向
陪同收楼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才得
知，楼房交付标准是毛坯的，是否装修
由消费者自己选择。梁女士认为此前
相关销售人员存在欺诈行为，遂向相

关部门投诉，要求退回装修款。
市消委会及时介入，召集开发

商及装修公司开展了纠纷调解。市
消委会认为，本次争议的产生，与开
发商及相关销售人员不实、引人误
解的宣传有关，开发商应承担相应
责任。梁女士支付的装修款最终被
追回。

买精装房 收毛坯房？

消委会“亮剑”帮市民追回装修款

专题

□本报记者 廖明山
见习记者 张庭平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
年，也是力争实现 2030 年碳达峰、
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时期。近
年来，珠海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探索推
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多
措并举精准助力市内建筑节能。截至
2022年6月，全市累计获得绿色建筑
设计标识和运行标识的项目388个，
其中，二星级设计标识304个、二星级
运行标识 2个、三星级设计标识13
个、三星级运行标识1个。二星级标
识以上建筑占比82.47%。

构筑珠海绿色建造理念 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

在珠海市高新区，伫立着一座全
国首个获评零能耗运行标识证书的建
筑——水发兴业新能源产业园研发
楼。这个建筑可以说是珠海市乃至全
国范围内“绿色建筑+近零能耗建筑”
领域的领跑者。

水发兴业新能源产业园研发楼于
2017年建成，占地面积2302.72平方
米，地上总建筑面积22148.38平米，
建筑高度67.2米。

“我们致力打造集研发、办公、会
议、展示、科普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近
零能耗绿色办公楼。”珠海水发兴业总
工程师罗多介绍说，大楼配备的光伏
通风遮阳系统，兼顾了通风、遮阳、光
伏发电等功能。室外新风由下倾斜面
和底部穿孔铝板进入通风腔体，通过
控制顶部不同季节的通风模式，自然
的空气流动带走光伏板的部分热量，
冬季则把被光伏板加热的空气作为新
风引入室内。随季节变化的自然通风
策略，比普通新风系统节能约30%。
使用人员还可以通过建筑智能化控制
模型来达到“人走灯灭”和“按需供给”
的自动化运行，能在满足90%以上使
用人对环境个性化、舒适度需求的同
时，节约建筑能耗10%以上。

同样位于高新区，2016年竣工的
派诺科技园总建筑面积22504.39平
方 米 ，其 中 办 公 楼 建 筑 面 积
17603.54平方米，被评为三星级绿色

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其外观采用的
是复层绿化、垂直绿化、屋顶绿化等综
合绿化方式，是华南地区最高的垂直
绿化建筑之一。在光线充足的情况
下，派诺科技园采用热工性能优秀的
围护结构、科学的窗墙比、室外遮阳等
多项技术来降低建筑能耗需求和运行
能源消耗。

“办公楼在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建
筑的朝向、体型、自然能源的利用、建
筑自身的空间形式、绿色节能的建筑
材料、构造设计等，并通过DeST软件
仿真来优选设计方案”，珠海派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邓翔说。

这两个绿色建筑，不仅是珠海绿
色建筑的代表，更为全国绿色建筑的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自2021年“十四五”开局以来，我
市城镇新增绿色建筑面积 2800 多
万平方米，城镇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

建筑占比达100%，装配式建筑占城
镇新建建筑面积比例28.45%，均超额
完成我省目标。此外，散装水泥和新
型墙体材料发展应用成果更加巩固，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显著提升。

多举措助力绿色建筑发展
共享绿色成果

今年以来，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多措并举
助力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的发展，实现
了从“推广”迈入“全面实施”，从“浅
绿”走向“深绿”的阶段性目标，初步构
筑起珠海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的底
色。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绿
色建筑顶层政策。近年来，珠海先
后发布实施《珠海经济特区绿色建
筑管理办法》和《珠海市建筑节能和
绿色建筑发展规划》，为推动绿色建

筑全面发展、向“深绿”推进，提供了
法治保障。

筑牢底线，破除绿色建筑高质
量发展瓶颈。通过组织开展绿色建
筑专项技术检查、全市绿色建筑全
覆盖督查检查，进一步压实压紧属
地监管责任。同时，我市还出台了
基于新国标的全过程技术配套文
件，全面深化细化全过程技术措施
和管控内容，推动“设计-施工两张
皮”瓶颈问题解决。

狠抓示范，大力推进绿色建筑和
建筑节能。珠海全力打造高星级绿色
建筑示范项目，截至2022年6月，全
市累计获得国家绿色建筑设计标识和
运行标识项目388个，累计建筑面积
3461.66万平方米。其中国家三星级
设计标识13个，国家三星级运行标识
1个。

稳妥务实，推进和实现建筑产

业现代化。我市建立了“珠海市建
筑产业现代化发展联席会议”制度，
制定了《珠海市推进建筑产业现代
化发展管理办法（试行）》和《珠海市
装配式建筑发展专项规划（2019-
2025）》，明确到 2025 年年末，实现
全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
比例达到35%以上，其中政府投资
工程装配式建筑面积比例达到70%
以上。

注入动力，推动绿色建材行业有
序发展。截至目前，我市取得建筑业
企业资质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共
有25家，取得预拌砂浆备案登记资格
的生产企业12家，取得产品确认资格
的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48家。

我市还通过举办多场建筑领域
节能主题宣传活动，将培训送进企
业、社区，让市民与节能建筑“亲密接
触”，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四级调研
员、珠海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主任董海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接下来，实现“零
碳岛”“零碳村”是珠海当下开展工作的一
个方向。

记者：未来如何更好地助力珠海高星
级绿色建筑发展？

董海光：我们将大力发展高星级绿色
建筑，发展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低碳
及零碳建筑。虽然我市新建建筑95%以上
都是星级建筑，但执行新国标后高星级的
绿色建筑很少，亮点不突出。今年珠海已
有4个项目获评“近零能耗建筑”，占整个广
东省近零能耗建筑数量的30%以上。未来
要有目标、有选择、有导向地大力推动。

记者：如何让可再生能源建筑的应用
与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相辅相成，让绿色
低碳成为珠海的新名片？

董海光：我们将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推动既有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根
据今年4月1日实施的《建筑节能与可再
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强制要求新建建筑
应安装太阳能系统。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
阳能系统的推广势在必行。

记者：大力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同
时，如何做好装配式建筑的全过程监督？

董海光：我们将大力推动装配式建筑
发展。推行装配式建筑一体化集成设计，
强化装配式建筑设计对部品部件生产、安
装施工、装饰装修等环节的统筹，提高标准
化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综合考虑部品部
件运输和服务半径，统筹产业基地布局，配
套建设混凝土部品部件产业基地和钢结构
部品部件产业基地，促进产能供需平衡。

记者：接下来，针对建立健全绿色建材
行业管理体制机制有哪些重要举措？

董海光：建立健全市级相应工作管
理体制机制，建立“新型墙材企业信息管
理系统”及完善“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
企业信息监管平台”，改革创新管理模
式。落实政策法规，提升行业精细化管
理水平。强化进场材料质量监管，建立
建材质量可追溯机制，严禁性能不达标
的建材流入建筑市场。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造齐头并进

多方共绘珠海和谐绿色新蓝图

本报讯 记者吴梓昊报道：8月 6
日，斗门区青少年宫开展“萌娃体验
行——走进非遗，乐享劳动”活动，让
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在体验中闪光。

“你知道法院是做什么工作的
吗？”简单的小问题勾起了孩子们对法
院的浓厚兴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孩子们走进斗门区人民法院，参加

“法律童‘Young’精彩”主题开放日活
动，变身“小法官”“小法警”，零距离感
受法治文化，接受法治熏陶。

“现在开庭！”一场由孩子们自己
组织的模拟法庭拉开序幕。在模拟法
庭上，孩子们扮演了审判长、审判员、

书记员、公诉人、法警、辩护人等角
色，沉浸式体验法院审理案件的主要
流程。各个角色也扮演得有模有样。
旁听席上的其他孩子认真关注着每一
个细节，仿佛置身于真正的庭审之中。

随后，孩子们还走进了斗门区文
化馆，参观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览，亲身参与了糍水、叶仔糍、咸茶等
非遗美食的制作。

“活动虽然时间短，但是孩子们都
收获满满，希望小小法官梦会深深影
响他们，能身体力行保护好非遗文化，
做新时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斗门区
青少年宫相关负责人表示。

斗门区青少年宫开展暑期实践活动

小朋友沉浸式体验审案过程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8月7日
上午，一场趣味十足的剪纸活动在香洲
区吉大街道竹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
行，18组亲子家庭在手工老师的指导
下，一步步地将彩色卡纸折叠、描画、裁
剪，在“咔咔声中”中体验剪纸艺术的独
特魅力。

此次活动是“心手相牵竹苑家园，
助力童心快乐成长”竹苑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之一，旨在通过现场教习剪
纸技艺让社区青少年感受传统剪纸艺
术的独特魅力，了解剪纸文化，增进社

区邻里和亲子关系，增强社区居民的幸
福感，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创造力。

活动中，来自市科普志愿者协会的
手工老师首先介绍了剪纸的基本方法
和技巧。听完老师的介绍后，孩子们按
照老师教习的折纸步骤，跟着一步一步
折叠，再用铅笔一笔一划地将草稿图画
在彩纸上。

在老师指导下，一张张彩纸在孩子
和家长们的手上轻盈地翻转跳动。不
一会儿，一张张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
剪纸作品便诞生了。

18组亲子家庭开心学剪纸
心手相牵助力童心快乐成长

孩子们沉浸式体验法院审理案件的主要流程。本报记者 何锬坡 陈庆洋 摄

打造绿色低碳新名片

8月7日上午，工人正在整理南溪工业园的空中“蜘蛛网”。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水发兴业新能源产业
园研发楼。

珠海绿建中心供图

▲珠海派诺科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