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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近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官网发布
关于印发《广东省都市圈国土空间规
划协调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的通
知，明确省内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
圈、珠西都市圈、汕潮揭都市圈和湛茂
都市圈的规划范围、空间格局、生态系
统与农业空间领域协调指引、交通系
统领域协调指引、公共服务设施领域
协调指引、产业领域协调指引，侧重提
出策略性、导向性要求，为市县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提供参考，为都市圈重大
项目布局和空间资源配置提供引导。

其中，珠西都市圈聚焦珠海、中
山、江门三市全域，提出构建“一极三
核多节点、内联外接多轴带、蓝绿网络
高品质”的“多中心环布式”都市圈结
构。“一极”是珠海中心城区及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三核”是中山城区（包
括火炬区、翠亨新区等）、江门城区（包
括江门高新区等）、珠海高栏港与江门
银湖湾等形成的三个发展核。

相比2021年发布的《广东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此次珠西都
市圈不仅“缩小”了珠西都市圈范围，
更是把合作区与珠海中心城区共同纳
入珠西都市圈重要极点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合作区作为珠西都市
圈发展的重要载体，其辐射带动作用
将会进一步扩大。合作区在产业发展
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引领功能，
将带动珠江西岸高质量发展。

《指引》同时指出，要着力打造环
珠江口100公里“黄金内湾”，加强珠
西都市圈与广州、深圳等城市联系。
依托深中通道、深珠通道、港珠澳大
桥，构建珠江东西两岸融合发展轴；
沿西江打造高质量发展带，沿海岸带
打造创新集聚走廊。以蓝绿网络共
育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提升生

态价值转化水平，为都市圈提供高
水平的生态安全保障及高品质的休
闲共享功能。

珠西都市圈不断细化的建设思
路，也为合作区在交通、产业、公共服
务等多方面提供指引，有望加快琴澳
一体化进程。尤其交通基础设施作为
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基础，既是连接人、
货物和服务的重要手段，也是大家最
为关注的话题。在交通系统领域中，
《指引》明确提出要打造轨道上的都市
圈。加快推进高速铁路建设，打通都

市圈对外高铁大通道，积极推进广州
至珠海（澳门）高铁等项目研究与建
设。构建互联互通的城际铁路网络，
织密都市圈城际轨道网，促进珠中江
地区快速联系，加快推进中南虎城际、
南沙至珠海（中山）城际、云江城际、珠
阳城际等项目研究与建设，鼓励发展
市域（郊）铁路。

《指引》还提及优化都市圈高速
公路，形成“六横八纵”高速公路网格
局。推进深南高速、南新高速、金海
高速、中山东部外环高速、中山西部

外环高速等项目的研究与建设，加快
建设黄茅海通道，用好港珠澳大桥，
研究预留深珠通道、穗深通道等跨江
通道，强化都市圈内高速公路网与跨
江通道衔接。

随着珠江口西岸交通大动脉的不
断打通及加密，珠西都市圈内部的交
通会更加方便，城市的边界将被打破，
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和产业布局。届
时，相信合作区将会进一步集聚人才、
资本和创新资源，对周边地区形成更
大的辐射作用。

珠西都市圈打造“一极三核多节点”

合作区重要极点迎来新机遇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珠海中心城区共同纳入珠西都市圈重要极点。 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林琦琦报
道：为更好支持港澳人士在珠海生活
工作，了解社会保障服务内容以及医
疗、养老、教育等方面政策的具体执行
情况，近日，港澳人士在珠海生活工作
相关社会保障服务讲解会在珠海市大
华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由香港珠海政协委员联
谊会、香港珠海商会、香港珠海香洲联
谊会、珠海农商银行、珠海市大华港澳
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共同主办。

活动现场，广东珠海公共创业孵
化（实训）基地运营总监吴科达对《便
利港澳居民在珠海发展60项措施》进

行了详细讲解，并对港澳人士在珠海
参保、养老、子女教育等热点问题进行
了一一解答。

为进一步做好便利港澳居民在
珠海发展工作，珠海市于2021年11
月发布了《便利港澳居民在珠海发展
60项措施》，涵盖港澳居民在珠海居

住生活、就学就业创业、科技创新发
展、经贸交流合作、社会文化教育交
流等五方面 60 条具体措施，并附
有近13万字的实施细则，为港澳居
民在珠海发展提供了一套覆盖全面、
针对性强、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的
办事指引。

更好支持港澳人士在珠海生活工作
相关社会保障服务讲解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为进一步
普及中小学生水上交通安全知识，提
高中小学生水上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
能力，8月7日，珠海海事局团委联合
横琴彩虹社区，组织珠海港口海事处、
船舶交管中心海事青年走进横琴青年
之家，为50余名珠澳少年儿童带来生
动、有趣的水上安全知识宣讲，现场演
示救生衣穿戴，助力珠澳筑牢暑期水

上安全屏障。
在这堂水上安全知识宣讲课上，

海事青年播放改编版《孤泳者》歌曲调
动课堂气氛。在孩子们的积极配合
下，海事青年通过真实案例介绍了乘
船注意事项、如何预防溺水、溺水的自
救与救助、水上安全标识等内容。

海事青年演示救生衣的正确使用
方法，并邀请孩子们现场穿戴，手把手

帮助他们穿戴好救生衣。在有奖问答
环节，孩子们纷纷举起小手踊跃回答问
题，孩子们在学中玩，玩中学，活动激发
了孩子们对水上安全知识的浓厚兴趣。

近期，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水
利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的通知》，要求
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切实保
障学生生命安全。珠海海事局结合自

身职能优势，组织海事青年利用休息
时间，以水上出行安全和防溺水预防
为切入点，积极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

据了解，珠海海事局连续17年组
织水上安全和防溺水知识进校园、进
社区活动，获得广东省“最佳志愿服务
项目”荣誉。珠海海事局青年志愿服
务队公益宣讲团将继续充当“蓝色卫
士”，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筑牢暑期水上安全屏障
海事局青年为珠澳少年儿童宣讲水上安全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 实
习生李美琪报道：8月6日，珠海横琴
臻林运动医学中心与国家体育总局运

动医学研究所共同举办“儿童青少年
脊柱健康日”活动，共吸引来自粤港澳
地区的20组家庭报名参加。

本次活动分为上午、下午两
场。上午的活动以专家讲座与现场
教学为主，物理治疗师手持骨骼模
型，带着孩子们一起学习与脊柱健
康有关的基础知识。随后，国家体
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医疗中心主
任兼运动医学科主任历彦虎以线上
直播连线的方式，分享了其在脊柱
健康方面的多年研究心得与成果，
并配合视频教学实时指导孩子及家
长学习脊柱拉伸操。现场的孩子们
跟随着全国女子艺术体操冠军刘佳
慧的示范，配合音乐的节奏，认真地
做着每一节拉伸动作。“像跳舞一
样！”一位小朋友说，趣味性十足的
脊柱拉伸操感染全场。

短暂的午休后，所有家庭被分为
儿童组和青少年组，并在物理治疗师
的带领下分别进行训练和综合体能测

试。活动结束时，每位孩子都获得了
一份体测评估报告，可以更加详细、科
学地了解自己的身体。

谭先生带着女儿专程从中山来参
加活动，“希望能让女儿了解怎么保护
脊柱健康，养成良好习惯。”来自香港
的小吴同学则更喜欢体能测试，他表
示回到学校后会告诉同学们学习时要
坐姿正确。

中华预防医学会脊柱疾病预防与
控制委员会前期流调数据显示，预计
目前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
已经超过500万，并且还在以每年30
万左右的速度递增。造成脊柱侧弯的
原因多样，与姿势习惯、生活习惯、运
动习惯有关，会对青少年身体发育造
成不良影响，如果不及时干预，会逐渐
加重。早预防、早发现、早矫正，对维
护脊柱健康非常重要。

关注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
“健康日”活动吸引粤港澳亲子家庭参与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近日，合
作区官网公布2022年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秋季公办中小学积分入学录取分数
线及第二批拟录取名单。

合作区公办小学积分入学录取分数
线为75分，达到75及以上积分分数的
新生予以统筹安排合作区公办学位。合

作区公办中学因报名人数在招生计划范
围内，凡经审核，符合合作区招生细则中
积分入学类型的新生均拟录取。

第二批合作区公办中小学初始年级
拟录取新生名单公示期为8月5日至8
月9日。公示期满后，由拟录取学校负
责联系注册及报到事宜。

合作区秋季公办中小学积分入学录取分数线公布

公办小学录取分数线为75分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实习生李美琪
报道：8月6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匹克
球运动协会授牌仪式暨2022横琴盛夏匹
克球友谊赛在横琴一中体育馆举行。

匹克球是一项集乒乓球、羽毛球、网
球运动元素于一体的新兴运动，因其比
赛形式多样、打法灵活有趣、运动量适
中，受到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欢迎。匹克
球兼具健身、娱乐、社交等多项属性，目
前全球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官方开
展了这项运动。

据悉，该协会从开始筹备到正式成
立经历了近半年时间，目前拥有多位
IPA国际认证教练和 IPA国际认证裁
判、近百名会员。协会的主要服务职能
集中在组织匹克球项目培训、匹克球专
业教练和裁判员认证培训、匹克球交流
及竞赛等方面。

当日授牌仪式结束后，2022横琴盛
夏匹克球友谊赛也正式拉开帷幕。本次
友谊赛参照国际匹克球比赛惯例，以50

周岁为标准对参赛者进行了年龄分组，
其中年龄最大的参赛者66岁。赛场上，
运动员身手矫健，相互配合，随着匹克球
飞行的弧度奋力挥拍。横琴第一中学校
长沈铁建是参赛者中的一员，她表示自
己在刚接触匹克球时，“打了5分钟就彻
底爱上了这项运动”，至今也不过练习了
两三个月时间。

合作区匹克球运动协会会长王秋
力介绍，作为短期的发展目标，协会将
组织代表队参加近期举行的各项赛事；
从长期来看，协会将持续与澳门、广州
等地进行跨地区交流联动，通过匹克球
运动带动全民健身热潮并促进体育相
关产业发展。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合作区匹克球运动协会的
成立是合作区推动匹克球运动有组织、
有计划发展的重要手段，该协会将为合
作区及澳门匹克球爱好者搭建更为广
阔的交流发展平台，促进合作区全民健
身运动发展。

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发展

合作区匹克球运动协会成立

琴澳·新拍客
投稿邮箱：hqrmzb@163.com

横琴二桥在落日余晖下更加梦幻迷人。 （文青 摄）

霞光里的横琴二桥

据新华社香港8月7日电 香港特
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7日举行“全
民运动日2022”活动，鼓励市民养成勤
做运动的习惯，保持身心健康。

康文署在“全民运动日2022”活动
中除了开放多项康乐设施供市民免费使
用外，全港十八区指定体育馆也举办免

费康体活动，并通过多种途径直播运动
示范。

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以“电子虚拟
运动”为重点推广体育项目。电子虚拟运
动融合运动与电子科技，参加者运用智能
科技和不同的体育设备，在虚拟场景中进
行运动，感受另类运动形式的乐趣。

香港举行“全民运动日2022”活动

为市民免费开放多项康乐设施

趣味十足的脊柱拉伸操。 李美琪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实习生李美
琪报道：8月5日，珠海大横琴发展有限
公司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举办“DSP
芯片在数据中心中的应用”第77期高层
次人才交流会暨周五红茶会。

本次交流会邀请芯潮流科技有限公
司的美籍华裔专家Lance Lee为主讲
人，他围绕云数据中心DSP芯片中的技
术亮点、市场分析、前景预测等方面与现
场嘉宾进行了深入交流。

DSP芯片是指能够实现数字信号

处理技术的芯片。Lance Lee介绍，随
着DSP芯片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国
内的技术迭代也愈来愈快。”他表示，
发展集成电路产业需具备三大要素，技
术的先进性、资金的稳定性及人才的聚
集性，目前最紧缺的就是人才资源。合
作区依托人才聚合优势成为发展集成
电路的一片沃土。近日，《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
措施》印发，又为集成电路企业注入强
心剂。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横琴高层次人才交流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