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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第七届公路自行车赛周日鸣枪
赛事全方位升级，“大咖”选手云集
□信息时报记者 吴伊玲 周舒婷
本周日， 一年一度的金湾品牌体育
—第七届
“
航空新城杯”公路自行
赛事——
车公开赛将在航空新城鸣枪开赛。 据悉，
本届赛事吸引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共80多
支车队，总计约350名选手参加。 竞技水
平和奖金规模均创下历届之最。

赛道升级提高观赏性
记者了解到，历届“航空新城杯”公
路自行车公开赛， 举办地先后在机场西
路、机场东路等地，其赛道多为笔直的公
路。 本届赛事起终点设在航空新城金山
公园，比赛将沿金湖大道、双湖路、创新
路、金河东路绕圈进行，每圈10公里。
金湾区文化体育旅游局相关人士介
绍，与往届赛事相比，本届赛事赛道增加
了多个弯道，赛道也将进行
“全封闭”，在
提高赛事的挑战性和观赏性的同时，更
有利于选手施展自身实力。
“该项赛事名为‘航空新城杯’公路
自行车公开赛，可谓是应航空新城而生，
随着航空新城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
各项配套设施日益完善， 该赛事在迎来
第七届之际， 终于回到了梦想开始的地

方。 ”该人士表示，目前已具备举办高水
平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的能力。

竞技水平、奖金创历届之最
“
赛事的竞技水平创历届之最。”该人
士介绍，本届赛事吸引了多个国家和地区
共80多支车队，总计约350名选手参加。
组别设置上，设男子公开组60公里、
女子公开组30公里、男子青年组40公里、
男子中年组30公里等四个组别。 其中，男
子公开组“大咖”云集，现排名国内公路
自行车业余男子积分榜前10位中有8位
将参赛。 女子公开组也不甘示弱，现排名
国内公路自行车业余女子积分榜第2、3、
4、8、9位的选手也将在金湾一决高下。
“奖金的额度往往可以体现一个赛
事的水平”。 该人士表示，本届赛事各项
奖金总计10.06万元，相比去年增加了近
11%，为历届赛事之最。 同时，为了让本
届比赛更具看点， 主办方提高了本届比
赛的参赛门槛，取消了往届山地组组别，
有效提高了参赛选手的水平。

提升观赛市民参与感
“在专注提高本届比赛竞技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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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主办方也充分考虑了观赛市民的
参与感。 ”本次大赛相关负责人表示，赛
事期间，现场将举行抽奖、本土旅游推介
等活动。
记者获悉， 在现场扫二维码抽奖活
动中，观众只需扫码即可参加抽奖活动。
同时， 主办方准备了 100 多份总计 2 万
余元的奖品，小至纪念品，大到价值 800
元的自行车变速器。

多路段临时交通管制
时间：周日 8：30 分~13:00
路 段 ： 金湖大道、双湖路、创

新路、金河东路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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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梁云在珠海调研指出

全力推进珠海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1 月 9 日， 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
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梁云带领国家禁
毒办调研组一行四人赴珠海调研指导
禁毒工作，先后到拱北海关、珠海市第
一强制隔离戒毒所、高新区“数字高新
网格化综合服务指挥中心” 进行调研。
广东省禁毒办常务副主任、省公安厅禁
毒局局长翟凯夏， 珠海市禁毒委副主
任、禁毒办主任唐一怀等陪同调研。
在拱北海关隶属闸口海关，调研组
详细了解了人脸识别系统、毫米波等先
进查验设备的使用情况和在堵源截流
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在拱北海关驻港珠
澳大桥办事处，实地观看了全国首个集
成 CT 行李智能分拣线和太 赫兹 成 像
仪的操作演示。 调研过程中，拱北海关
党组成员、缉私局局长王建元介绍了近
年来拱北海关开展毒品堵源截流的工
作情况。 梁云充分肯定拱北海关堵源截
流工作的成效，强调海关承担着把守国
门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毒品跨境流转
的重要防线，要从国家层面和政治高度
看待禁毒工作，进一步加强与地方禁毒
执法部门的协作，切实发挥自身专业优
势，深入开展禁毒打击整治。
在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调研组
深入了解了强戒学员戒毒康复情况、病
残吸毒人员收治情况以及珠海新戒毒
康复中心大楼的建设情况。 听取该所主
要负责同志的汇报后，梁云勉励该所要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擦亮自身品牌，
争创建全国示范单位。
在高新区“数字高新网格化综合服
务指挥中心”， 该中心负责同志利用大
屏幕动态展示了高新区利用信息化手

温馨提示

珠海道路安全教育基地设
毒品预防教育基地

超15万名驾驶学员
接受毒品预防教育

对非法研制、生产“新精神活性物质”问
题的发现和打击。 二是要坚决防范吸毒
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发生，严格落实社
会面吸毒人员分类分级管控措施和吸
毒人员双向管控职责。 三是要突出抓好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全力防止毒品特
别是“大麻”向青少年、流动人口等重点
群体蔓延。 四是要高度重视跨境毒品犯
罪打击工作， 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科
技联动、情报联动，切实形成打击合力，
最大限度堵住毒品流入流出渠道。 五是
要全力推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要
加强组织领导，充分保障创建工作所需
的人力、财力、物力，切实把各项创建工
作措施落到实处。
翟凯夏在讲话中强调，珠海禁毒部
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梁云的指示要求，以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为抓手，深入推
进“禁毒 2018 两打两控”“净边”专项行
动和全民禁毒工程，着力提升毒品问题
治理能力和水平，努力开创珠海禁毒工
作的新局面。

从 2016 年 9 月起，珠海市公安局
拱北口岸分局联合交警部门，在珠海
市道路安全教育（ 珠 光 汽 车） 基地 设
立毒品预防教育基地。 记者获悉，两
年多来，接受毒品预防教育的驾驶学
员超过 15 万人。
据了解，在毒品预防教育基地内，
民警通过向学员们 播放 因 毒驾造 成
的肇事肇祸案例视频，并结合预防毒
驾 PPT 课件， 详细讲解毒品的种类、
危害和辨别毒品、 防范毒品的方法。
“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毒品，更不知道各
类毒品具体的危害。 我们制作了一些
仿真品进行展示，并在旁边配图介绍
危害。很多学员看到的时候都很惊讶，
会对仿真模型拍照，带回去给自己的
孩子看。 ” 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
局九州港派出所副所 长 王 子敬 告 诉
记者，该基地运行两年来，接受毒品预
防教育的驾驶学员超 15 万人。除此之
外，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还利
用的士司机、公交车司机等培训网络，
定期开展培训活动。
“
通过两年以来的坚持宣传，现在
毒驾的案件大幅下降。 我们希望今后
能有更多地人关注禁毒宣传，远离毒
品，珍爱生命。 ”王子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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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组一
行在拱北海关
调研。
通讯 员 供图

段开展吸毒人员管控的情况，高新区党
委副书记、禁毒委主任梁兆雄汇报了该
区近年来禁毒工作的开展情况。 梁云对
高新区利用科技手段创新吸毒人员管
控工作表示赞赏，要求高新区要依托信
息平台积极探索“互联网＋”体系下的管
控工作新模式。 随后，梁云在该中心会
议室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
受珠海市副市长张锐委托，唐一怀
详细汇报了珠海近年来的禁毒工作情
况、当前面临的毒情形势以及下一步工
作打算。 梁云对珠海的禁毒工作给予高
度评价，认为珠海强化禁毒工作顶层设
计，全面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各项禁毒
工作齐头并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 他强调，当前国际、国内毒
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清醒认识当前
更为严峻复杂的毒情形势，进一步增强
做好禁毒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
感，深化各项工作措施，坚决打赢新时
代禁毒人民战争。
对于珠海的禁毒工作，梁云提出五
点希望：一是要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对
毒品犯罪实施打击，特别是要注意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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