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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近日，“粤
澳联手打造对接葡语国家海洋合作高
地”学术研讨会以线上方式举办，中山大
学、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
（珠海）、澳门科技大学三个单位分别设
立分会场。来自中国内地、澳门以及葡
语国家的专家学者围绕海洋经济、海洋
科技、海洋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合
作议题进行交流研讨，提出深化粤澳海
洋合作的对策建议，商讨建立中葡海洋
合作的长效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框架
下中葡海洋合作交流走深走实。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务
委员王书华表示，应强化粤港澳大湾区
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发挥香港、澳门等大
湾区科技创新的基础优势和“一国两制”
的制度优势，强化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
发展，主动承接国家和地区的重大科研
任务，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助力大湾
区打造成为国内国际科技创新“双循环”
的枢纽。

“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历史给澳门留
下了众多名胜古迹和独特的海洋文化风
情。”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叶桂平指出，
当前澳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
存在没有明确的法定海域、澳门海洋经
济内需动力不足以及澳门邻近水域污染
严重等制约因素，但同时也面临《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等政策助
力澳门破除海洋经济发展要素流动壁垒
的机遇。澳门应精准定位突出其制度优
势，加快金融基础设施配套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制订，完善城市软硬件设施，协同
湾区开发高端旅游项目。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认为，澳
门具有与葡语系国家在高等教育合作上
的先天优势，要充分发挥澳门联通内地与
国际的优势地位，既要培养能够通晓海洋
相关学科的高级研究型及应用型人才，又
要加强与内地海洋合作，积极服务澳门与
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澳门海洋学会会长何伟添分享了中
葡合作发展背景下澳门海洋协同发展的
五点发展策略，包括完善海洋法律体系、
加强海洋科技创新、优化游艇邮轮和滨
海旅游产业结构、提升海洋金融服务业、
发展涉海中小企业。何伟添认为，未来
应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背景，着眼于海洋区域合作现
状，寻找澳门海洋协同发展的关键点，共
同推动海洋发展走进“全面合作、深度融
合”的新时代。

粤澳如何发挥各自优势联手打造对
接中国-葡语国家海洋合作高地？中山
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
教授认为，要把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建设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等战略机遇，粤澳两地加强
合作机制创新，并提出发挥澳门作为中
国-葡语国家海洋合作枢纽平台作用、
加快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立多
主体多层次多元化的海洋合作机制与模
式和设立粤澳海洋合作发展研究中心等
四方面的建议。

“粤澳联手打造对接葡语国家海洋合作高地”学术研讨会举办

中葡专家学者共商深化海洋合作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道：9
月17日下午，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
立一周年之际，“天沐杯”粤澳赛艇友谊赛
暨首届横琴青少年赛艇比赛在横琴天沐
河姗姗桥至福福桥河段举行，这是横琴赛
艇公园建成后首次举办的赛艇比赛。

本次粤澳赛艇友谊赛吸引了中山大
学赛艇队、澳门青年赛艇队等粤澳赛艇
队参加，其中澳门青年赛艇队由澳门大
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三所高
校学生组成。同时，在首届横琴青少年
赛艇比赛上，来自横琴第一中学、首都师
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中学、横琴第一小
学、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的
青少年赛艇队同场竞技，展现横琴学子
奋发向上、努力拼搏的正能量。

参赛队员挥桨逐浪，在天沐河上展
开激烈角逐。备受关注的八人单桨有舵
手组别对决中，最终澳门青年赛艇队战
胜中山大学赛艇队，夺得“天沐杯”冠军；

横琴青少年赛艇比赛方面，最终横琴第
一小学、横琴第一中学分别夺得小学组、
中学组“天沐杯”冠军。

本次活动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主
办，希望粤澳两地年轻一代能以赛艇为
纽带，加强交流、加深友谊。未来合作区
将依托横琴赛艇公园优越的场地条件和
专业的教学团队，大力推动“赛艇进校
园”，组建横琴青少年赛艇队，培育更多
优秀青少年赛艇运动员，致力将“天沐赛
艇”打造成为独具横琴特色的文体名片。

横琴赛艇公园是一个以赛艇文化
为主题的公园，公园内建有兼具艇库、
训练和驿站等功能的赛艇中心，同时建
有钟文耀雕塑和纪念园。香山人钟文
耀作为耶鲁大学赛艇队历史上的传奇
舵手，曾在1880年、1881年两次率领耶
鲁大学赛艇队战胜哈佛大学赛艇队，将
中国人的名字首次载入世界名校赛艇
运动史册。

横琴再添特色体育赛事

“天沐杯”粤澳赛艇友谊赛开锣

澳门青年赛艇队。 本报记者 曾遥 民宣 摄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为进一
步提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体育旅游
品质，为市民创造更优质的运动休闲
体验，9月17日，横琴马拉松花海长
廊体验赛道启用仪式暨赛道体验活动
在横琴花海长廊举行。横琴马拉松赛
事品牌与横琴花海长廊景区联动，打
造一条集户外运动、体育赛事、休闲度
假、旅游观光等业态为一体的横琴马
拉松花海长廊体验赛道。

当天上午，约50名跑步爱好者从
横琴花海长廊三号驿站出发，率先在
马拉松赛道体验了5公里欢乐跑。“这
条赛道沿途都是花海、草木与蓝天，人
仿佛在画中奔跑。跑道上还有里程标
识，非常便利。”参加赛道体验的跑友
王先生说，“跑步是一项让身心素质都
得到提升的运动，而能在花丛绿树中
畅快奔跑更是一种享受。”

记者了解到，横琴马拉松花海长

廊体验赛道全长10公里，起终点位于
花海长廊三号驿站。沿途路面平整，
花团锦簇，树木成荫，还可眺望横琴二

桥和横琴大桥，尽情感受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的魅力。为增强运动爱好者
的参与感、体验感和获得感，赛道途经

游客服务驿站，智能存包柜、自动售
卖柜及卫生间等设备设施配套完善，
实现科技和生态、体育和旅游的完美
交融。

横琴马拉松赛事有关负责人表
示，横琴花海长廊一直是横琴马拉松
赛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民喜爱
的休闲运动场所。设立马拉松体验
赛道，希望能进一步激发市民的健
身意识和健身热情，让更多人积极
参与运动健身，形成“崇尚健身、参
与健身、追求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
良好氛围，真正让运动成为生活的
一部分。

横琴马拉松是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及珠海市唯一的中国田径协会
认证赛事，已成功举办三届，累计参
赛运动员超4万人，获得中国田径协
会铜牌赛事及最美赛道赛事荣誉，成
为见证横琴跨越发展的城市名片。

“人仿佛在画中奔跑”

横琴马拉松花海长廊体验赛道启用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实习生李美

琪报道：近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消
费者协会召开琴澳两地消费维权互动
座谈会，邀请澳门消费者委员会共商琴
澳消费维权机制衔接及消费环境融合
发展事项。

座谈会上，澳门消费者委员会、合作
区消费者协会分别介绍了近年来两地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跨境消费维权合作方
面的情况，双方就进一步推动建设琴澳
消费维权一体化合作初步达成共识。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消费者委员
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梁碧珊表示，合作区
在维护澳门购房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
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期望通过
联合举办“内地购房资讯工作坊”，持续
推进两地深度交流，推动两地消费维权
机制衔接及消费环境融合发展，实现两
地消费维权“力量协同、机制互通、环境

共融”的目标，共同为两地消费者提供
更加便捷的维权途径。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代
理局长吴创伟表示，琴澳两地消费者组
织率先建立消费领域共商共建共管共享
新机制，在搭建两地政府部门沟通平台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双方加强规
则衔接，打造融合机制，充分发挥新体制
机制作用，推动消费可持续发展。”

吴创伟指出，合作区消费者协会应
进一步加强两地消费维权协同，促进消
费维权一体化建设。面对消费难点问
题，要继续深化与澳门消委会联动，发
挥纽带作用，加速营造趋同澳门的营商
环境；针对消费热点问题，要积极推动
创新工作，在合作区“一线”放开、“二
线”管住模式下，提前筹划、主动作为，
为实施分线管理后消费者权益保护可
能遇到的新形势、新问题作准备。

琴澳两地消费维权座谈会召开

促进消费维权机制深度衔接

文艺汇演献礼一周年

9 月 17 日晚，合作区成立以来
首场专业艺术团队与群众力量携
手共创的文艺演出——“我们的新
家园”群众文艺汇演在励骏庞都广
场盛大上演，进一步增强琴澳居民
在合作区的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
感。

夜色浓郁，励骏庞都广场热闹
非凡。许多观众聚集在舞台周围，
等待文艺汇演正式开始。记者询问
了其中一名满怀期待的观众，得知
他的亲人也要登上这个大舞台。原
来，本次活动由专业演员和群众演
员共同担纲，参与表演的不仅有横
琴本地居民，还有来自澳门和珠海
市区的居民，虽然他们大部分都不
是专业演员，但凭借对艺术的热爱
与执着相聚在横琴，经过反复磨合、
练习，共同打造出一场具有时代特
色、融合琴澳文化、贴近居民生活的
群众文艺汇演。

一场载歌载舞的《花开横琴》拉
开序幕，群众演员代表——琴澳文
化志愿者、琴澳芳华模特队员手捧
鲜花登台亮相。接着，珠海民族管
弦乐团奏响《南海潮声》。此次演出
的 9场节目均与横琴息息相关，如
舞蹈《候鸟天堂》象征芒洲湿地公
园，原创音乐剧《我们的新家园》讲
述青年人择“琴”而栖的经历，展现
横琴是一座“造梦岛”。值得关注的
还有由横琴文化站琴澳京剧社表演
的《新贵妃醉酒》京剧选段，饰演“贵
妃”的横琴居民刘阿姨今年已有70
岁，唱了几十年京剧的她登台气势
不减，呈现出“老戏骨”的风采。

本次活动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
主办，珠海演艺集团承办，横琴励骏
庞都广场、横琴文化站协办。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成立后，“新家园”的居
民欢聚一堂，用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积
极健康的精神面貌，诠释着琴澳两地
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天沐河畔流光溢彩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一周
年之际，水舞光影秀——《我们的横
琴》在横琴赛艇公园上演，与此同时，
还伴随着丰富多彩的户外娱乐活动，
如“天沐杯”粤澳赛艇友谊赛暨首届
横琴青少年赛艇比赛、夕阳音乐会、
风筝表演、智能机器人体验等，吸引
众多游客来此参观，让天沐河畔增添
不少“人气”。

9月17日，横琴赛艇公园天沐赛
艇中心附近人流涌动，公园草坪一角
有艺术家演奏音乐，不少亲子家庭坐
在野餐垫上，听着悠扬的乐声，看天
沐河上一只只赛艇划过终点。

此外，草地上还有科普摊位，吸
引着好奇的青少年上前观看。滴水
让警报装置启动、操纵机械狗完成任
务、亲自体验无人机……11岁的曲袁
皓在这里玩得不亦乐乎。他告诉记
者，自己有一个朋友参加此次赛艇比
赛，所以和家人一起来这里参观，没
想到这里“这么好玩”，等下还要和朋
友一起看水舞光影秀。

激光、裸眼3D、全息投影……《我
们的横琴》水舞光影秀夜晚如期而

至，天沐河上6块屏幕同时亮起，在水
面映出璀璨倒影，多重技术融合，在
空中形成海浪、莲花等图案，为市民
呈现一场视觉盛宴，也为合作区成立
一周年增光添彩。

社区活动展琴澳风采

为庆祝合作区成立一周年，横琴
社区居民共同策划参与举办丰富多
彩的活动，表达对合作区的热爱。

9月15日，小横琴社区举办庆祝
合作区成立一周年暨国庆主题晚
会。色彩鲜艳的舞龙表演拉开演出
序幕，合作区首支舞龙队伍——姐妹
舞龙队带来开场节目《中国龙舞起
来》。随后各类节目接力上演，《家乡
的月亮》广场舞演绎着家的和谐，曲
艺合唱与红色歌舞剧《绣红旗》抒发
爱党爱国情怀，刚柔并济的太极功
夫扇让观众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
魅力。本次晚会由居民自编、自导、
自演，台前幕后参演人数达200余
人。两个小时的演出，10余个精彩节
目，让现场观众热情高涨，掌声此起
彼伏。

同时，荷塘社区也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文艺表演活动。9月17日下午，

荷塘社区三塘疍家文化志愿服务队
队员唱响原创歌曲《唱支咸水歌给党
听》，用悠扬的歌声表达对党、对国家
的热爱。随后，由荷塘社区古来稀志
愿服务队、荷塘精神志愿服务队、花
灯社艺术社等组成的传统花灯舞龙
方队登场，他们推着寓意团圆和美的
荷花灯、高举荷花龙、手提五彩宫灯，
在荷塘步行街巡游，以喜庆淳朴的形
式庆祝合作区成立一周年。“今天真
是好热闹啊，这些花灯真好看！”巡游
队伍经过，居民纷纷点赞。

相比热闹的文艺演出活动，新家
园社区则选择展出儿童画作为合作
区庆生。9月9日至17日，亚哈港澳
青年孵化中心展出16幅来自新家园
社区的儿童画作，通过孩童视角展现
不一样的合作区。“我画的是粉紫色
的天空下，单牌车驶向合作区。”“这
是黄花风铃木旁，拔地而起的澳大科
技研究院。”“小画家”们说。

光影、比赛、晚会、画展……琴澳
居民在多彩活动中为合作区庆生的
同时，也尽情享受着合作区惬意的生
活，展现着自我的风采。在欢声笑语
中，琴澳居民将与这座城市一起迈向
追梦新征程。

天沐河畔光影交织、荷塘社区花灯穿行、励骏庞都广场灯火绚烂……

“新家园”居民为合作区庆生

9月17日，跑步爱好者在横琴马拉松花海长廊体验赛道尽情奔跑。华发体育供图

天沐河赛艇公园光影

交织、荷塘社区花灯穿行、励

骏庞都广场灯火绚烂……9

月1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成立一周年，文艺演出应

接不暇，多彩活动纷纷上

演。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

子里，琴澳居民共同庆祝合

作区启航一周年。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子怡
实习生 李美琪

“我们的新家园”群众文艺汇演献礼合作区成立一周年。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子怡 摄

文艺汇演舞蹈《候鸟天堂》。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民宣 摄 荷塘社区花灯巡游。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荷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