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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严查严管高压态势

在赵钟亮看来，维护交通文明秩
序，首要且关键的任务，在于排查安全
隐患 建立联动机制，扫除现有的交通
黑点。

今年以来，为营造持续的严查严
管高压态势，高栏港大队与金湾区各
有关部门主动出击，接连在辖区各级
道路中，排查到9个方面的交通安全
隐患，并在隐患整治的过程中，建立起
一套交通事故应急救治的联动机制。

截至目前，金湾区已相继完善
了平沙一路、海泉湾路的标志、标线，
并相继治理了4个主要路段的绿化遮
挡隐患，并同步在平湾二路交石化六
路、平湾一路交石化六路和三虎大道
交海工一路，增设3个红绿灯路口，以
保障大型交通运输车辆的往来秩序。

在此基础上，该大队还配合金湾
区完善2个平安村口建设，通过完善
道路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农村公路交
通安全水平，进一步固化整治行动成

果，大幅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

筑牢乡村交通安全根基

“保障乡村道路交通安全，需要
筑牢安全队伍根基。”赵钟亮所说的

“安全队伍”，指的是“两站两员”制
度——“两站”指的是在乡镇成立道
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并设立交
通管理站；在重要路段、关口设立交
通安全劝导站。“两员”指的是建立乡
镇专职交通安全员；行政村聘用交通
安全协管员。

今年以来，该大队积极推动交通
劝导员向职业化、专业化、全职化转
型，同时依托“两站两员”平台，充分发
挥交通劝导员的本地人优势，通过邻
里关系，加大对农村交通违法行为劝
导力度。

据赵钟亮介绍，目前该大队已
在平沙镇、南水镇内，建成农村交通安
全劝导站4个，招录农村交通安全专
职劝导员8人，劝导群众不谨慎驾驶、
佩戴安全头盔等，每天劝导交通违法

约80宗。

严把危化品运输车安全关

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国知
名的重型化工产品生产、仓储及运输
基地。据统计，每天进出港区的危化
品运输车辆多达3000余辆，确保这
类车辆的安全出入，是金湾区保障交
通安全的重中之重。

据赵钟亮介绍，今年该大队已严
格执行“一车一档”“一车一警”和“一
周一教”的制度，不定时对涉危化品运
输车辆开展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同时，大队还针对危险品企业及运输
车逾期未检验、未报废、多次违法未处
理等情况上门督办并依法予以处罚，
从源头上减少病患车辆上路。

一组数据可说明该大队的工作成
效——今年以来，该大队共走访危化
品企业和运输单位300家次，共检查
321辆危化品车辆GPS行车记录仪数
据，并对52家危化品企业和运输单位
发出整改通知书215份，有效降低危

化品车辆的行驶风险。

提升群众文明交通意识

“交通安全不是一日之功，是全体
市民共同努力的成果”。赵钟亮介绍
道，今年该大队特地成立了专门的宣
传小组，不定期到辖区各企业、机关单
位、学校和社区（村居）等开展交通安
全宣传活动，重点劝导群众不驾驶无
牌无证摩托车上路、驾驶摩托车辆需
配套头盔，促使市民养成遵守交通规
则的良好习惯。

“我们多走路，安全多一分。”赵
钟亮表示，目前该大队配合金湾区
各部门，已将交通安全宣传队伍，带
入了64家企业、6家机关单位、28所
学校及 16家社区（村居）之中。同
时，该大队还在4条行政村内建起交
通安全宣传栏，分别设立2个村口交
通安全提示小喇叭，在乡村营造起
良好的交通安全教育氛围，助力珠
海西部地区交通大整治行动取得阶
段性成效。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医药不分家，好的药品就相当于医生
手上的利器，同样可以给人以活着的
希望。”8月8日，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
有限公司工艺研究副经理、2022年度
金湾青年岗位能手蔡晨辰接受记者专
访，讲述了自己在医药研发领域开拓
天地，成为医者救死扶伤坚强后盾的
故事。

十年寒窗磨一剑 七年苦读见锋芒

由于儿时体质较弱，彼时的蔡晨辰
是医院的“常客”，每次被治愈的时候，
医生这个职业的神圣感就在蔡晨辰的
心里增加一分。6岁时，一场危及生命
的重病在一位医生的救治下好转，更是
在蔡晨辰的心里埋下了“医生梦”。后
来历经十年寒窗，虽然未能考上理想的
医学院，却也成功地考上了一所中医药
大学的制药工程专业，和悬壶济世的医
生殊途同归。

作为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生，学业并
不比医学生轻松。七年的求学生涯，让
蔡晨辰对于医药研发的了解越来越深，
也让她对医药研发工作者产生了和对医
生同样的敬畏。“一个药物，从其靶点以
及活性药物结构的选择开始，再到临床
前安全性研究以及临床期间的安全及有
效性研究，最后到注册上市，往往需要经
历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算是仿制

药需要数年时间的品种也不在少数。”蔡
晨辰告诉记者。

以“年”为单位计算的努力终有回
响，进入丽珠医药后，蔡晨辰承担奥曲肽
项目的研发工作，并于2018年作为第一
作者发表一篇关于奥曲肽制备工艺的文
章，成功申请专利“一种醋酸奥曲肽微球
的制备方法”。

投身创新药研究 打破国外药企垄断

“一个新药的上市不仅常常需要多
年的研发时间，还面临着较高的失败率，
有许多前期药学阶段表现良好的药物在
人体中会被复杂的体内环境影响。”蔡晨
辰表示，而高端复杂注射制剂平台更是
长期由国外药企垄断，国内从事类似制
剂平台研究的企业，能做到产业化的屈
指可数。

为了打破垄断，目前，蔡晨辰所在
的团队正在进行高端复杂注射制剂平
台的搭建，从前期药学研发，到中试放
大，再到车间生产。技术经验没有？
就和团队一起看文献学、做实验总结，
自己学。成型的生产线没有？就和团
队一起，自己设计、自己搭建、自己调
试。在这个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粗
到细的过程里，蔡晨辰和团队遇到的
困难数不胜数，每一次，他们都互相鼓
劲，“坚持一下，再试试，或许就不一
样了！”

对于未来，蔡晨辰最大的期许就是
能够再多带出几个具有显著临床意义的
项目，真正做到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给予
他们生活的希望。“人是要有信念支撑
的，我的信念就是让更多患者拥有被治
愈的信念。”蔡晨辰说。

金湾青年岗位能手蔡晨辰：

为悬壶济世者打造“医药利器”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近
日，为有效提升市容环境秩序管控精细
化水平，南水镇综合执法办在各村居开
展“门前三包”工作落实专项执法行动，
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助力。

在南水镇南港路大街，镇综合执法
办执法人员对各商户逐一入户宣传，对
商户门前的环境情况进行了检查、拍照，
重点查看是否存在占道经营、违规设置
广告牌匾等问题。目前，南港路沿街商
户“门前三包”管理责任知晓率、履约率
和责任书签订率均达到100%。“我们将
以‘门前三包’日常检查为契机，夯实辖

区市容环境秩序管控基础，实现城市精
细管理常态化、长效化。”南水镇综合执
法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南水镇已对海安村、同心
路、海安路等区域占道经营、乱堆放、乱
停放共享单车、垃圾、乱设置广告招牌及

“牛皮癣”进行处理与清理，清理占道经
营50余宗、乱堆放物品130余宗、清运
40余车乱堆放物品和垃圾、清拆违法乱
设置户外广告招聘30余个、清理“牛皮
癣”1300处。

南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
续开展“门前三包”整治行动，着力提升
市容环境秩序管控精细化水平，助力全
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擦亮“南水名片”，
提高南水镇的文明程度和提升百姓的人
居环境及生活品质，深入推进文明城市
建设，让文明之光照亮城市、文明风尚浸
润人心。

南水镇全面推进“门前三包”落实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8月8
日，记者从金湾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了解到，今年7月以来连续的高温天
气，激活了珠海市水产养殖气象指数
保险的理赔程序。截至目前，在今年
7月的高温事件中，该保险在全市范
围内已理赔超200万元，其中平沙镇、
南水镇共20户农户及企业合计获赔
款项约132万元。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的高温事件
理赔中，南水镇某企业购买了此保险
的大型养殖企业获赔超百万元，该笔
理赔也是珠海市推行政策性水产养殖
保险以来，保险公司支付金额最高的
一笔理赔。

据该企业负责人梁女士介绍，他
们从报告高温情况，到收到保险赔款
之间，仅仅相隔一天时间。“承保方中
华财险珠海中心支公司的快速理赔，
为我们抵御高温天气、减小损失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梁女士表示。

据养殖专家介绍，高温天气会引
发水质变坏，导致水产疾病频发；或影
响水产进食，引起病害或死亡等情
况。今年7月以来，珠海市遭遇持续
多日的高温天气，金湾区部分地区温
度更是高达37℃以上，对金湾区黄立
鱼等水产养殖业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
面影响。

为有效帮助养殖户抵御灾害、减
小损失、保障收入，近年珠海市积极推
进农业保险创新，不断拓宽保障覆盖
面，并在去年12月正式印发《珠海市

2021-2022 年政策性淡水水产（养
殖、风力指数、气象指数）保险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

根据该《方案》，在保险期间内，若
对应月份（5月至10月）当日最高气温
≥对应月份高温阈值时，记作一次高
温事件，保险公司将按照合同约定负
责赔偿。作为惠农政策类保险，养殖
户只需支付总保费的20%，便能获得
100%的保险保障。

据了解，《方案》所约定的7月高
温阈值为37.5℃。7月23日至25日，
南水镇、平沙镇的多个观测站，测得

37.7℃至37.9℃不等的高温，超过高
温阈值，激活理赔程序。目前。相关
投保养殖户的理赔工作，正在有序地
进行之中。

金湾区养殖户因极端天气而获赔
的事例并非个例。记者了解到，今年
1月的冬季期间，金湾区黄立鱼现代
农业产业园的部分养殖户，因所养殖
的黄立鱼遭受低温冻害，成功申请了
首笔保险理赔。此外，今年6月的暴
雨期间，部分金湾区黄立鱼养殖户因
水灾致损，也成功申请了相应的理赔。

今年以来，在金湾区农业农村和

水务局的大力推动下，金湾区上半年
淡水水产养殖承保面积达到7559.97
亩，为众多水产养殖企业及个体养殖
户提供了有效保障。随着金湾黄立
鱼、桂虾等本土特色品种扩大养殖规
模，金湾区养殖户对惠民保险产品的
需求日渐提升。

对此，金湾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金湾区将继
续积极谋划、统筹推进、充分调研，结合
金湾实际，服务金湾渔农，继续探索推
出特色险种，扩大这类惠民保险的覆
盖面，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特色农业。

高温致损失 保险来理赔
金湾区一养殖企业获赔超百万元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
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平沙镇连湾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委、团支部、
关工委、妇联联合平沙镇大学生协会共
同举办了“2022连湾社区暑期夏令营”，
借助返乡大学生的力量，为社区少年儿
童送去了“家门口”的夏令营。

夏令营共持续了 4 天，分别围绕
“缤纷夏日·安全童行”“月科学·越有
趣——小小科学家”“越分类·悦文
明——垃圾分类你我同行”“喜迎二十
大 童心永向党”4个主题，为孩子们带

去了普法教育课、科学实验课、艺术手
工课、学红歌等丰富多彩的课程。为了
增强趣味性，每一次讲座过后，大学生

“老师”都会带孩子们做益智游戏，孩子
们在知识问答、击鼓传花、抢凳子等游
戏中玩得不亦乐乎，既能学到有益知
识，也能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连湾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夏令
营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在暑期实践中增长
了知识，开拓了视野，提升了动手能力，还
让大学生们发挥“归雁”作用，为社区精神
文明建设添上了一笔生动的色彩。

“归雁”把夏令营送到“家门口”
平沙镇携手返乡大学生开展少儿暑期夏令营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在第95个“八一”建军节前后，为不断
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增进军民鱼水情，
金湾区工商联筹集30余万元，通过多
种形式，对金湾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
及军属进行了慰问。

8月1日至8月6日，金湾区工商
联先后走进驻珠4个部队、驻东莞某

部队及驻外伶仃岛某分队慰问现役军
人，为官兵们送上总价值24万元的车
载应急包、户外生存应急包、手机柜等
慰问物资及诚挚的节日祝福。同时，
带领具有供应军队后保物资资质的企
业对接了解部队后保物资需求，共同
探索改进措施，促进军民融合发展，助
力部队战斗力提升。

此外，金湾区工商联还携手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在天章实业集团开展金
湾区2022年“八一”军属座谈会，为军
属送上价值近2万元的慰问金、慰问
品及诚挚的节日问候，并且举办了
2022年金湾区“妥了网杯”退役军人
乒乓球团体赛，全区39位退役军人参
加了比赛。

据了解，近年来，金湾区工商联主
动履行“金湾区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职责，大力发动会员企业
积极参与拥军优属工作。据统计，自
2019年以来，金湾区工商联已通过各
种形式，开展了15场拥军优属慰问活
动，为现役、退役军人及军属共送上了
价值90余万元的慰问金及慰问物资。

军民团结一家亲 节日共叙鱼水情
金湾区工商联开展“八一”系列慰问活动

夏令营“缤纷夏日·安全童行”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道路，是城市发展的生命
线。交通，是产城融合的奠基
石。保障交通高效运行，营造和
谐交通环境，是金湾区在落实“产
业第一”决策部署，加快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中一项至关重要的
举措。

针对金湾区平沙镇、南水镇
存在的部分常见不文明交通行
为，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高栏港交警大队于近日制定了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专项大整治
工作方案》，并正式启动为期一年
的交通安全大整治行动。

为此，由金湾区融媒中心携
手珠海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定期
推出的金湾“产城融合 勇当尖
兵”访谈，邀请到高栏港大队大队
长赵钟亮做客直播间，分享交通
治理方面的亮点举措，传递交通
赋能产城融合的先进经验。

执法人员提醒群众谨慎驾驶、佩戴安全头盔。

金湾区上半年淡
水水产养殖承保面积
达到 7559.97 亩，为众
多水产养殖企业及个
体养殖户提供了有效
保障。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南水镇综合执法办执法人员对各商户逐一入户宣传。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