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赏月地推荐1 露营基地

这份清单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
露营基地，其中不仅有以沙滩海景
为亮点的大热荒野营地，还有以山
间森林、湖泊为特色体验的月亮湖、
冶野弄坑溪谷和观音山等营地。其
中，冶野弄坑溪谷营地位于飞沙滩
旁，紧邻高栏港风车山，不仅拥有湖
泊景观，还有森林、小溪等资源，可
以为露营者提供花园营位、溪边营
位和湖畔营位等多种选择。据了

解，四个露营基地均有开阔的视野
和齐全的露营设备，包括帐篷、蛋卷
桌、折叠椅、氛围灯、烧烤炉等，可以
实现“拎包入住”。值得一提的是，
为营造中秋节日氛围，冶野弄坑溪
谷营地将为每一位中秋节入住的客
人赠送DIY灯笼，大热荒野营地则
准备了户外音乐派对。

赏月地推荐2 展位派对

除了露营基地，金湾区视野开
阔、基础设施完善的还有海泉湾度

假区以及金湾华发商都。据了解，
海泉湾度假区即将举办中秋节限定
游乐场露营派对，活动包括青草营
地、音乐派对、美食市集、泡泡泳池
和露营下午茶。在金湾华发商都，9
月10日至12日 18时至21时，喷泉
广场周围都将设有中秋游园展位。
届时，国潮手作、中西小吃等摊位以
及投壶、套圈等免费活动将给市民
带来中式与西式、古风设计与现代
艺术碰撞的文化盛宴。“市民朋友如
果身着汉服来到现场，到指定商家

可享受优惠。”金湾华发商都相关负
责人表示。

赏月地推荐3 云道散步

想要安静赏月、不受打扰的市民
可以在有“金湾情侣路”之称的金湾
云道上散步，走累了还可以在金湾路
最北端的城市书屋里阅读小憩。“这
几天我们家就打算每天去不同的景
点看看，过一个愉快轻松的中秋节。”
9月8日晚在金湾路散步的市民张先
生说。

金湾“最佳赏月地”来了

邀你观星露营 共赴月圆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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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9月 8
日，金湾区法学会举行首席法律咨询专
家聘任仪式。首批8名首席法律咨询
专家正式上岗，将成为服务法治建设、
助力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据悉，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是中
国法学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
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珠
海市法学会在全市开展首席法律咨询
专家制度试点工作，金湾区成为了首个
试点。此次受聘的8名首席法律咨询
专家来自司法系统、律师事务所、高等
院校等领域，是全市法学法律界的学术

带头人或业务骨干。
“通过建立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

度，我们将为法学法律专家搭建服务党
委政府的高端平台、服务产业发展的实
践平台、服务人民群众的公益平台。”金
湾区法学会秘书长任东卫介绍，接下
来，这些专家将充分发挥全面依法治区

“智囊团”“人才库”作用，为重大公共决
策论证、重大风险防控、重大矛盾纠纷
调处、重大信访积案化解提供专业建
议，助推决策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为金湾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法治保障。

盘活专家资源 服务工作大局

金湾区在全市首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
弘扬粤曲文化，丰富长者的文化生活，
9月6日，在平沙镇公共服务办指导下，
前锋社区党委、妇联及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联合前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开展
了“曲艺人生·粤韵风华”曲艺兴趣活
动，吸引了近30位居民参与。

活动中，珠海市戏剧曲艺家协会理
事梁顺华作为主讲老师，为长者们讲解
了粤剧演员表演的四大基本功——唱、
做、念、打，并现场演示基础表演和粤剧

的多种唱腔，将粤曲的调式变化、节奏
变换讲得通俗易懂。不少粤曲粉丝跟
着老师的节奏唱起来，带动了现场气
氛，欢笑声、歌唱声引来了更多的长
者。活动结束后，长者们纷纷表示很享
受粤曲带来的欢乐，并希望以后多开展
类似活动。

“这次活动不仅能丰富长者的晚年
生活，还能培养长者的兴趣爱好，提供
良好的交流平台，进而形成和谐融洽的
氛围。”前锋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曲艺人生 粤韵风华
平沙镇开展粤曲文化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
在节日气氛中增进长者之间的沟通交
流，促邻里和谐，9月7日，由南水镇公
共服务办指导，南场村委会支持，珠海
市瑞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欢乐
庆中秋·情浓趣更浓”活动在南场村开
展，44名长者参与。

活动中，社工首先给长者们讲解中
秋节的由来及传统习俗，为了让长者都
能参与互动，社工通过设置“击鼓传
花”“丢手绢”等互动游戏活跃现场气
氛，欢笑声此起彼伏。游戏结束后，社
工与老人一同动手做了具有节日特色
的红灯笼。社工一边向长者们讲解制
作灯笼的具体步骤，一边带领大家一步
一步细心地把灯笼制作完成。制作过
程中，陈婆婆感叹，“我小时候都没机会

做灯笼，倒是今天过足了瘾。”制作完成
后，大家争相拿着自己做的灯笼合影留
念，活动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在南水镇沙白石村，另一场以长者
为主角的中秋活动也在 9 月 8 日开
展。当日，20名长者在沙白石村共同
制作了DIY灯笼。制作过程中，长者
们拿着手中的材料，先在画纸上绘出可
爱的圆月、嫦娥、玉兔等图案，再把灯笼
的框架支起来，在将画好的图纸粘在灯
笼的边框上。不一会儿，一个个形态各
异的灯笼就呈现在了眼前。

南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日南水
镇举办了多场中秋节活动，多彩活动不
仅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还为长者们
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平台，营造了团结友
爱的邻里氛围。

情真意浓共迎中秋
南水镇为长者开展迎中秋系列活动

采写：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破技术垄断
建成中国首条PETG生产线

随手拿起一个矿泉水瓶，查看其
底部的三角形标志，就会看到“PET”3
个字母，这个PET就是我们生活中常
见的聚酯塑料。国内PET材料的生产
和应用已经形成成熟稳定的产业链，
但是更具性能优势、应用场景更为丰
富的PETG特种聚酯材料却还处于发
展的初级阶段。长期以来，PETG的
生产技术被美、韩两国所垄断，我国虽
有超20万吨的年需求量，却还没有生
产高质量PETG的生产线和供应能
力。

2019年，以建成国家级科研平台
和打破PETG国际垄断为目标，珠海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布局
PETG的产业化建设。从零开始，谈
何容易，“我们是行业的拓荒者，做的
工作不仅是在荒芜的地皮上建立现代
化的 PETG 工厂，更重要的是要在
PETG特种材料的工艺基础上攻克我
国特种聚酯材料成套化技术的难题。”
康念军说。

在没有任何工程参考的情况下开
发全国首套PETG专用生产线是一个
从迷茫中寻找突破点的过程，是一个
工艺技术与工程化相互模拟匹配的过
程，其中有大量的计算、测试和分析，
整个过程需要研发人员、设备人员、仪
电人员、工程管理和设计人员互相协
调配合，每一个抽象的工艺参数都需
要精确地转化为具体的设备和控制系
统中的连锁公式，但是纷繁复杂中却
没有标准答案，只能在一切完成后才
能知道适配性，这对连续化的工艺转
化是巨大的挑战。

为了让工厂更加满足产品的生产
要求，研发人员和工艺技术人员全程
参与工厂设计和建设。许多青年突击
队的队员们虽是化工专业出身，却因
此“精通”了一个厂房水管、电网、通风
口的设计。“就连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
会议室，也是我看着一点一点建设完
善起来的。”PETG项目青年突击队队
员、科创中心质量保障部黄静纯说。

在厂房与产线设备的设计过程结
束时，土建、工艺和设备的图纸堆满了
50平方米的办公室。“这条生产线，就像
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设计反应釜、
搅拌器，这些痛苦的过程就像是孩子成
长过程中的辛酸，坚持下来，就发现一
切都是值得的。”PETG项目青年突击

队队员、科创中心合成部经理陈明说。

可持续发展
登上北京冬奥大舞台

生产线建成令人激动，可对于珠
海华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PETG
项目青年突击队队员来说，这只是新
挑战的开始，将多项新的工艺技术应
用在生产线上产出高质量的PETG差
异化产品才是最重要的。

近年来，可回收塑料市场迎来发
展机会，青年突击队决定研发利用产
能更高的化学法来制备循环回收型
PETG。过去回收塑料采样传统的物
理法，仅需对回收塑料进行清洗、粉
碎、熔融、再造粒的简单生产工艺流
程，而新的化学法多了醇解、酯化、缩
聚等工艺步骤，而每个步骤的工艺参
数波动对产品品质都会有深远影响。
为了摸索出最佳的产品配方、生产工
艺条件及设备参数，青年突击队队员
进行了上百次实验，历经20升反应
釜、200升反应釜，并最终在5000吨
反应装置上成功生产出品质优良的循
环回收型PETG产品，这也是国内首
创化学法制备回收共聚酯工艺，现已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由于具有明显的回收属性和社会
意义，华润化学材料循环回收型

PETG产品获得了可口可乐（中国）有
限公司“可持续发展先进技术支持
奖”，并走上了北京冬奥会的大舞台。
据了解，为贯彻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
展理念，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赞助
商可口可乐（中国）将回收的可乐瓶交
由华润化学进行处理，重新生产为
PETG塑料粒子，变成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上的倒计时牌、冠军墙、领奖台和
其他场馆建设的装修原材料。“我们给
这些回收利用的材料取名叫rPETG，

‘r’代表着‘recycle’，也就是‘循
环’。”陈明介绍说。在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结束后，这些材料同样也被回收
进行再一次的循环利用。

“目前我们这条5万吨的PETG
生产线已经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实现
了约1.5 个亿的销售额。”康念军表
示，虽然PETG项目已经暂时画上句
号，但是华润化学还将在PETG的基
础上继续开发新兴产品，并且进行一
些多功能的开发，比如探索阻燃性能、
增强韧性与抗静电性能，“希望未来我
们所有青年突击队里的成员，都可以
成为行业里‘以一敌十’的顶尖专家，
在国际上具有权威性和话语权。也希
望我们目前的国家级平台可以成为博
士后创新基地，成为产业化的科研基
地，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研发平台。”

珠海华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 青年突击队勇担重任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记
者获悉，今年3月以来，珠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局（下称

“区危化品监管局”）创新工作举措，充
分发挥化工危化品行业领域安全生产
监管“利剑”作用，在安全宣传、专项整
治、转变执法方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

在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活动期
间，区危化品监管局结合最新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和政策要求，组织辖区所
有化工危化品企业完成了20场安全
管理培训，累计参训人数达2万余人
次。做好安全宣传的同时，区危化品
监管局扎实推进各项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工作，参与国家、省、市各级专家“会
诊”，聘请4名石化领域资深专家对区
内23家工艺复杂、规模较大、安全风
险突出的危化品企业进行全面排查，
指导企业辨识重要风险和排查隐患，

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按照任务要求
完成攻坚任务“清零”。截至8月底，
共出动检查人员1779人次，检查化工
园区危险化学品、化工和医药企业
401家次，发现隐患2617项，下达责令
整改指令书124份，复查企业101家
次，复查整改隐患1294项，下达整改
复查意见书101份。

“我们还对服务型行政执法工作效
能进行了提升，包括送法上门、以案问
责、以案说责等等，在执法普法的同时，
安排辖区其他企业进行跟班观摩学习，
通过案例讲解法律法规、压实责任。”区
危化品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3
月以来，区危化品监管局办理一般程序
行政处罚案件11宗，均为监督处罚，目
前已结案7宗，共处罚金46万元，“目
前我们通过各项举措，已经有效推动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地见效。”

织密防护网 打好“组合拳”

抓实抓牢危化品企业安全监管

“看！今天的上弦月。”9月7日，横石基沙滩上，大热荒野珠海金湾海岸线营地管家阿衍正
在给线上咨询的游客发夜景视频。视频里，视野开阔的沙滩上空，漂亮的上弦月高挂天空，帐篷
外围坐的市民游客正在露营赏月。

中秋节即将来临，记者提前为您多方打探，给大家分享一下挑选出来的“中秋节赏月目的地
清单”。其中，金湾区各露营基地、海泉湾、金湾华发商都等市民常去的网红打卡地上榜。

采写：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游客在横石基沙滩露营休憩。

“这是咱们国家已经摸索了
20多年的一个产品，在众多企业
和研发机构中，我们是第一家将
自研工艺技术与各专业相结合，
专为优质PETG特种聚酯材料设
计、建设生产线的公司。”珠海华
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
监康念军说。近日，记者采访珠
海华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PETG项目青年突击队，听队员
们讲述了20余名金湾青年攻克
“卡脖子”技术，打造国内第一条
PETG自主生产线的故事。

珠海华润化学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PETG 项目青年突击
队 队 员 在 工 作 岗 位
上。

一班粤曲忠实“粉丝”唱得有模有样。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社工与长者
一同制作具有节
日 特 色 的 红 灯
笼。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