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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活动
的亲子家庭认
真倾听讲解。

通讯员
琴发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
道：8月23日上午，琴澳旅游业界、行
业协会代表共聚一堂，深入交流探讨
两地文旅会展产业发展新未来。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符永
革、苏崑，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酒店
旅业商会会长张健中参加活动。

文旅会展商贸产业是合作区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主攻产业方
向之一。符永革表示，2022年是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深入推进、加快建设
的关键之年，“合作区将通过系列配套
政策、扶持举措，促进琴澳文旅产业协
同发展”。苏崑表示，此次会议是两地
业界交流合作的重要体现，希望未来

在双方努力下建立文旅会展商贸产业
“共商共建”机制，共同打造“琴澳文旅
好方案”。

据张健中介绍，在确保防疫安全
的前提下，澳门酒店旅业商会、澳门
旅游商会组织开展“大湾区旅游业
务合作”活动，拟带领澳门旅游业界
代表走访大湾区主要客源地城市，与
大湾区城市加强旅游合作，以实际行
动促进澳门旅游恢复，助力提振经
济。而走访活动的第一站，就选在
横琴。

“横琴和澳门是一家人，在新的阶
段增强文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能为
推动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和经

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助力，战略意义
和实际意义重大。”张健中说，“当前，
我们倡导建立两地的旅游合作机制，
建议两地建立业界微信合作群，务实
推进行动。”

活动上，澳门酒店旅业商会和横
琴旅游协会签订旅游业务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将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建立

“共商共建”沟通机制，推动两地旅游
业发展，实现资源互补、客源互济。

根据协议内容，澳门酒店旅业商
会和横琴旅游协会将建立不定期会晤
机制，研究旅游推广合作具体方案，并
建立联合工作小组，具体落实框架合
作协议的各项工作。同时，双方将加

强两地旅游合作，以互为旅游目的地
的形式开展旅游宣传，共同打造旅游
品牌、开发旅游产品，共同开拓国内外
客源市场，充分整合两地旅游资源，互
相提供“吃、住、行、游、购、娱”等各类
旅游元素及相关产品，共同进行组合
包装。

最后，参与活动的文旅产业代表
还结合琴澳两地目前拥有的文旅资
源，围绕旅游形象整体推广、“一程多
站”旅游线路打造、跨境活动举办、客
源互济、便利通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探讨如何运用合作区的政策优势加强
两地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的联动发展，
拓展两地产业合作的发展空间。

琴澳文旅产业代表共聚横琴

探讨两地文旅会展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道：
据珠海市气象台8月23日10时消息，台
风“马鞍”于23日半夜进入南海东北部海
面，较大概率趋向珠江口及以西沿海，预
计在25日直袭珠三角，带来严重风雨影
响。为确保广大市民和游客的安全，横琴
各景区于8月23日发布闭园通知。

星奇塔无动力世界自 8月 23日
18时至8月26日暂停对外开放，恢复
运营时间待定，已在网上预订星奇塔无
动力世界门票的游客，可由原路径申请
全额退款。

横琴创新方狮门娱乐天地、横琴国
家地理探险中心、奇幻功夫夜、中国航

天科技科普展自8月23日18时起暂停
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已
购买狮门娱乐天地门票的游客可于原
渠道退票，通过狮门娱乐天地直销渠道
（即官方网站及官方微信）购票的游客，
需要联系乐园客服电话核对后退票；已
购买横琴国家地理探险中心门票的游
客可以更改游玩时间。

同时，芒洲湿地公园、二井湾湿地公
园、小横琴山步道、山海驿站、横琴码头
驿站、十字门驿站和花海长廊一、二、三、
五号驿站从8月23日18时起闭园；横琴
石博园从8月23日17时30分起闭园，
具体开放时间以各景区公告为准。

受台风“马鞍”影响

横琴各景区暂停对外开放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8月 23
日，记者从珠海横琴对口帮扶海陵工
作组（以下简称“横琴工作组”）获悉，
8月22日，由阳江市人民政府主办、
深圳市工商联协办、阳江市商务局和
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承办的“联动大
湾区，携手向未来”——2022阳江市
（深圳）产业招商推介会在深圳举行。

记者会后了解到，在横琴工作组的大
力推动下，投资10亿元的低碳智慧文
旅产业园即将落户海陵岛。

会上，横琴工作组代表海陵岛经
济开发试验区管委会与京能（阳西）综
合能源有限公司签订海陵岛低碳智慧
文旅产业园协议。该项目计划投资
10亿元，产业园通过能源基础配套工

程，引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纵向发
展，以绿色能源为依托，以文旅产业为
基础，发展多种经营。

据了解，近三年来，横琴工作组负
责并积极推进海陵区招商引资工作，
多方联系华强方特等主题公园投资
方，吸引华强方特等相关主题公园落
地海陵岛，在海陵岛形成新的旅游目

的地，带动海陵岛对周边2-3小时车
程的区域形成消费辐射圈，有助于打
造“四季海陵”品牌。

据统计，近三年来，共接访客商
63批次330人，吸引世界500强和国
内知名文旅企业到海陵岛考察调研
主题公园的投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
成效。

横琴工作组积极推进海陵区招商引资工作

助力海陵岛打造低碳智慧文旅产业园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近日，由粤黔协作工作队遵义工作
组正安小组指导、正安县乡村振兴局
主办、珠海横琴跨境说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于遵义市正安县承办的“2022年
正安跨境电商品牌出海专题培训”活
动结束。本次培训为推动正安传统贸
易转型升级、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探索
了新路径。

去年12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与遵义市正安县正式签订《东西部协

作框架协议》，自此两地携手推进乡村
振兴，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广平
台上开展东西部协作，共同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为“一国两制”增添新内涵、
丰富新实践。

结业仪式上，各方代表和学员围绕
正安跨境电商培训成果进行经验总结
和前景展望，现场气氛热烈。据悉，自
两地结对帮扶以来，横琴立足“正安所
需、横琴所能”，积极引导澳门各界参与
东西部协作，建立起“政、社、企协同，资

金、产业、市场、项目、人才联动”的全方
位协作机制。本次跨境电商专题培训
活动就是落实东西部协作的生动体现。

粤黔协作工作队遵义工作组正安
小组成员、正安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许冬筠表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通过培训学习，切实把学到的知识和
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让正安吉
他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致富
带头人能够更好借助跨境电商工具和
渠道销售农特产品，拓展海外市场。

要用理论指导实践，抓住时代发展机
遇，推动正安跨境电商产业加快发展，
为新一轮东西部产业、消费协作提质
增效贡献力量，让‘乡村振兴’这条路
越走越宽。”

接下来，正安将以本次培训为起
点，进一步推进本地传统产业与跨境电
商深度融合，按照国家《“十四五”对外
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部署要求，夯实
正安跨境电商产业基础，不断提升正安
农特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为乡村产业振兴贡献横琴力量
2022年正安跨境电商培训活动结束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
通讯员何天洋报道：“我想看看大城
市的车水马龙！”“我想看大海！”

“我想到中山大学校园走一走，我以
后还要考上这所大学！”当珠海边检
总站横琴边检站支教老师问起大家
来到珠海后的想法，来自广西三江
侗族自治县的孩子们纷纷说出自己
的心愿。

8月22日，横琴边检站组织广西
三江的优秀学子到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开展以“爱心助苗伴成长，接力
圆梦筑未来”为主题的研学活动。本
次活动为期5天，将走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新高地和对外开放最前沿，
助力三江学子走出大山看世界。

当天上午8时，载着三江县净代
小学2名老师和12名学生的大巴车
启程前往珠海。经过12小时的车程，
三江研学师生团队抵达横琴口岸。据
了解，本次研学行将安排师生团队与
珠海小学生见面交流，包含参观游览
日月贝、珠海渔女等珠海地标建筑的
行程，以及前往小横琴社区、中山大学
珠海校区、长隆海洋王国等开展参观
研学。

据横琴边检站此次活动的负责人
介绍，为确保研学活动顺利推进，让三
江学子在实践中开拓视野，该站详细
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分头走
访踩点，积极协调与学校、培训机构、
爱心企业建立联系，为孩子们安排了
丰富的研学活动。同时，考虑到路途
遥远、所有孩子第一次出远门等情况，
横琴边检站还为孩子们贴心整理了出
行安全包，配齐晕车药、止血贴、口罩

等物品。
据悉，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是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当地开展

的支教工作属于国家移民管理局定点
帮扶工作部署之一，旨在帮助当地提
升教育水平，全面推进人才振兴。有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横琴边检站将
保障本次研学行顺利开展，为三江学
子留下难忘的珠海回忆。

山里的孩子来看海
广西三江学子珠海研学行首站抵达横琴口岸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 实习
生李美琪报道：8月21日，珠海大横琴
发展有限公司启动Super Star“超级
星”红色领航亲子研学营，15组琴澳家
庭前往唐家湾镇、淇澳岛等红色教育基
地参观，丰富暑期文化生活。

亲子研学营首站来到苏兆征故居
陈列馆。一行人跟随讲解员的步伐，穿
过古朴的大门，重温苏兆征早期的奋斗
生活。随后，一行人来到唐家湾镇会同
村。西洋碉楼、岭南祠堂整齐排列两旁，

电影小馆、会同村史馆等建筑为这个百
年古村增添了独特的魅力。活动中，孩
子们边听边看，在参观的同时增长了见
闻，纷纷在留言墙上表达“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长大后报效祖国”的决心。

活动组织方表示，通过参观红色教
育基地，不仅丰富了琴澳居民的文化生
活，也增进了琴澳青少年对红色文化遗
产的关注和了解，“希望大家能把爱国
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个人工作、
学习和生活之中。”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8月20
日-21日，华发教育举办了中小学校教
师新课标专题培训，包含合作区多所学
校在内的近600名教师参加培训。

据悉，此次新课标专题培训采用专
家线上指导与教师线下研讨相结合的
方式，覆盖语文、数学、英语等13个学
科，横琴华发容闳学校（容闳公学）、容闳
小学、容闳书院、珠海市斗门区容闳学校
（以下简称“斗门容闳学校”）、横琴一中、
横琴一小近600名教师参加培训。

此次新课标专题培训以学科为单
位，按照学段划分，容闳公学、容闳小
学、容闳书院、斗门容闳学校、横琴一

中、横琴一小的全体教师分17个组别
同步培训。依据学科特点与教学需要，
华发教育邀请十余位国内一流的学科
专家线上授课，对新课标进行了深度的
内容解读与教学设计指导。

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等学科教
师采取跨校集中自主学习的方式，通过
观看专家视频、对比新旧课标文本等多
种形式，深入研读新课标中的核心要
点，把专家讲解、集体研讨、个人理解等
结合起来，并依据新课标的要求对已有
的课例进行分析和再建构。

培训结束后，教师们纷纷分享培训
心得，交流不同学科教学的感悟与建议。

合作区多所学校开展教师新课标专题培训

研学新课标 赋能新课堂

15组琴澳家庭走进红色教育基地

听名人故事 寻文化古迹

广西三江学子抵达横琴口岸。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何天洋 摄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为推
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公共文化事
业发展，提升合作区文化氛围，横琴
文化站近日开展“秋日音旅”之唱歌
好听的秘诀公益讲座活动，近 30名
琴澳居民到场，跟随讲师一起学习声
乐知识。

本次讲座由具有20余年表演经验
的声乐老师张玉冰授课，主要内容是声
乐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发声技巧。讲座
中，张玉冰以风趣幽默的比喻将发声技

巧知识化繁为简，引导居民熟悉发声位
置、掌握发声技巧。讲座最后，全体人
员共同演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声悠
扬、振奋人心。居民杨阿姨激动地说：

“今天的活动很有收获，我终于明白怎
么唱才能更好听、更动人。”

接下来，横琴文化站还将开展更多
有意义的文化活动，丰富居民业余文化
生活，为居民搭建优质文化交流平台，
共同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艺文
化事业发展。

这样唱更动人
2022年横琴文化站声乐公益讲座开讲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蕴藏着“时
间艺术”的一枚枚怀表，是科学技术和
人文精神的结晶。近日，由珠海横琴中
天钟表科技有限公司主办，澳门钟表博
物馆、珠海大横琴发展公司等单位协办
支持的“流金岁月——古董怀表展”在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举行。

机械钟表的传入和传播是中西文
化交流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澳门开埠
之后，作为西方钟表技术进入中国的前
沿城市，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作为本
次活动的主办单位，澳资企业——珠海
横琴中天钟表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入

驻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该公司拥有
丰富的钟表收藏及文化研究经验，是澳
门钟表文化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
一。

据介绍，本次展览展出近160件藏
品，以功能为序，划分为三个单元：简单
功能、复杂功能、珐琅艺术。“这一系列
钟表藏品体现了18世纪以来各个历史
时期钟表科技和艺术的标杆，透过对展
品历史的发掘，我们希望增进澳门与内
地的文化历史交流及共融，带动更多的
文化艺术交流。”珠海横琴中天钟表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滴答声中的时光记

“流金岁月——古董怀表展”在横琴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