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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珠海城事

据了解，珠海机场改扩
建工程项目选址金湾区三灶
镇金海中路南侧。

项 目 设 计 目 标 年 为
2027年，预测年旅客吞吐量
275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
10.4 万吨、年客机起降19.8
万架次。

该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
括新建T2国内航站楼及站
坪，航站楼建筑面积191310
平 方 米（含 机 坪 塔 台 用
房）、建设25个机位的站坪
（近机位 20 个及 5 个 C 类

远机位）；改造 T1 航站楼
1030 平方米，改造T1航站
楼南侧远机位至 4 个 C 类
远机位自滑进出；新建第二
平滑与跑道等长，在二平滑
与一平滑间新建13条联络
道及改造3条联络道，并在
西侧新建 1 个 E 类隔离机
位（兼做试车位），滑行道
道面宽 23 米，道肩每侧各
7.5 米；跑道与一平滑之间
新建 2 条快滑及 3 条垂直
联络道；在 T2 航站楼东侧
新建 1 座道口用房 100 平

方米；在跑道中部偏南新
建 1 座消防主站，与消防
泵房及残损航空器搬移设
备用房合建共 4350 平方
米；跑道东部新建 1 座消
防执勤点 800 平方米及 1
座灯光站 1200 平方米；跑
道西侧新建 1 座灯光主站
1600平方米、1座道口用房
100平方米及新建1座危险
品库150平方米；配套建设
飞行区排水及附属、助航灯
光、供配电、给排水、消防等
相关设施。

新项目预测年旅客吞吐量275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
“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志
愿者……”20 余名志愿者
代表铿锵有力的誓言环绕
着整个横琴文化站。9月 7
日下午，在横琴新区社会事
务局的指导下，横琴文化站
联合珠海彩虹桥社工服务中
心举办横琴文化站志愿服务
队成立仪式暨表彰大会。

仪式当天，社工为志愿
者们总结了 7-8 月服务情
况、服务时数以及服务表现，
并以图片的形式呈现了志愿
者在志愿服务中的工作场
景。紧接着，为7-8月服务

时数列前3名的优秀人员颁
发荣誉证书，激励大家的志
愿服务热情。随后，志愿者
代表带领队员们进行宣誓，
表示自愿服务社会，朗朗上
口的誓言表达出大家对志愿
服务的热诚与真挚。

为让大家感受到“家”的
氛围，多名队员带来茶点、水
果，以围桌聚会的形式一边
吃，一边讨论着志愿服务的
愿景、分享参与志愿服务的
心得等。一名退休阿姨说，

“我来到珠海，非常开心认识
了一帮年轻人，一起参与社
会服务，希望今后可以学习

到更多的技能并运用到志愿
服务当中。”

据了解，横琴文化站主
要以多元参与的管理模式，
组织横琴辖区内“新横琴
人+原居民”组成横琴文化
站志愿服务队，20余名志愿
者包括图书管理员、活动协
管员、安全员、公益培训导师
等，两个月累计服务时数达
173小时。

主办方表示，举办此次
志愿队成立仪式，旨在让队
员提高对志愿服务活动的认
识，引导志愿服务工作逐步
走上正轨。

横琴文化站志愿服务队成立

志愿者代表宣誓自愿服务社会

本报讯（记者马涛）记者从
香洲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获
悉，7日晚，第四届“文化香洲·
缤纷四季”系列活动秋之舞“舞
比幸福”广场舞大赛在柠溪文
化广场落幕。通过香洲区9个
镇街的层层选拔，18支王牌广
场舞队、400余名选手进入决
赛现场，决赛吸引了上千名观
众观看。

当晚的比赛现场可谓精
彩纷呈，表演题材紧扣爱国
主义情怀。《中国喜事》《我
的祖国》《中国美》《红彤彤
的中国情》《天南地北唱中
华》跳出了拳拳的中华情，
《不忘初心》《大时代》《鼓

韵》跳出了浓浓的时代美，
表现了香洲儿女以动感活力
献礼祖国、以欢快的歌舞赞
颂祖国的喜悦之情。

据悉，“文化香洲·缤纷四
季”系列活动是香洲区着力打
造的文化品牌活动，已连续举
办三届，今年成功进入第三批
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项目创建名单并获评为广东
省2019年公共文化服务优秀
案例。

最终，拱北街道文化站广
场舞队、南屏镇春之韵艺术团、
香湾街道鸿雁艺术团、狮山街
道民族舞蹈队四支队伍共同获
得此次大赛的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宋显晖）日
前，高新区禁毒办联合高新公
安分局、相友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为1000多名北京理工大学
珠海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大一新
生，开展了为期两天共4场触
动心灵的禁毒教育宣讲活动，
以进一步推动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的深入开展，实现全区青
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全覆盖。

记者看到，禁毒宣传现场
活动形式多样。首先播放了禁
毒公益视频《四分钟了解毒品》
《与死神共舞》。一幕幕惨剧，
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据，深深
地触动了同学们。接着，高新
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教导员朱江
对当年在北理工珠海学院发生
的涉毒典型案例进行重点解
读，教育同学们认清毒品的危
害性。随后，禁毒社工对传统
毒品、新型毒品、伪装毒品、毒
品的基本常识、吸毒后的代价
和抵制毒品的方法一一展开讲
解，教育学生要深刻认识到毒
品玩不起、碰不得。在仿真毒

品展示环节，同学们近距离观
察毒品真实的样子，提高了识
毒、辨毒的能力。

禁毒社工号召广大学生注
册成为禁毒志愿者，并现场教
授注册i志愿的方法。大学生
们纷纷拿出手机，注册成为禁
毒志愿者，决心传播禁毒知识，
帮助更多的人远离毒品，扩大
社会宣传力度。最后，讲座在
全场同学慷慨激昂的禁毒宣誓
中结束。

两天的禁毒教育宣讲活动
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毒品给
国家、社会和家庭造成的种种
危害，增强了学生自我防范能
力和保护意识。在场学生纷
纷表示，在今后的日常生活
中会坚决抵制毒品，以积极
向上的态度度过美好的大学
生活，并带动身边的人共同拒
绝毒品，为防毒、禁毒作出应
有的贡献。

据悉，高新区禁毒办、高新
公安分局、相友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在开学季利用各种形式进
入高新区各大、中、小学校园开
展禁毒教育宣传系列活动，增
强学生拒毒、防毒的意识和能
力，为创建无毒校园、和谐社会
而努力。

高新区开展禁毒教育宣传系列活动

增强学生拒毒防毒意识

我市批复珠海机场改扩建项目航站楼工程设计概算

新建T2航站楼
面积近20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郑振华

珠海机场2018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次，即将面临饱
和状态。目前，珠海机场改扩建工程前期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市发
展改革局近日对珠海机场改扩建项目航站楼（含机坪塔台及运控
中心）工程设计概算（建安工程费）作了批复。据相关批复文件显
示，珠海机场改扩建项目将新建近20万平方米的T2航站楼、建
设25个机位的站坪，并对T2与原T1航站楼接驳处进行改造，在
T2航站楼布置机坪塔台及运控中心等。

今年7月，市发展改革
局发布《关于珠海机场改扩
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该批复认为，近年来，
珠海航空客运市场持续快速

增长，2018年珠海机场旅客
吞吐量达到 1122 万人次。
按现有航站楼1200万人次
旅客吞吐量的设计容量，珠
海机场即将面临饱和状态。

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
快、港珠澳大桥通车运营以及
我市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
红利，珠海机场有望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

珠海机场即将面临饱和

9 月 5日，市发展改革
局发布《关于珠海机场改
扩建项目航站楼（含机坪
塔台及运控中心）工程设

计概算（建安工程费）的
批复》，要求建设单位进
一步细化、优化设计，严
格控制工程投资，加快推

进珠海机场改扩建项目整体
初步设计文件编制及审批工
作，并 尽快 申 报项目总 概
算。

要求进一步细化优化设计

香洲区“舞比幸福”广场舞大赛落幕

四支参赛队伍同获一等奖

狮山街道民族舞蹈队表演的《中国歌最美》精彩纷呈。
被采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