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竣工建筑物禁设工人宿舍
珠海全面开展建筑工地火灾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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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首个团体标准

促孵化企业创新驱动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晓红报道：记
者昨日获悉，珠海市住规建局全面
开展建筑工地今冬明春火灾防控
排查整改，工地板房须满足防火规
范要求，未竣工的建筑物内严禁设
置工人宿舍。对存在重大火灾隐
患的项目，将责令停工整改。

珠海市住规建局相关负责人
昨日介绍说，市住规建局印发《关
于2017年珠海市房屋市政工程今
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要求，全市700多个建筑工地要认
真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改，重点加
强工地活动板房、临时用电、紧急
疏散通道等方面的消防管控。对
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项目，责令停
工整改；对存在一般隐患的项目，
责令限期整改，并跟踪落实整改情
况；对自查自纠不力、隐患整改不
到位的施工、监理企业，要依法严
肃处理。

针对消防安全隐患常见病，建
筑工地活动板房安全管理成为重
中之重。珠海市住规建局要求，工
地活动临时用房要严格执行相关
要求，工地板房须满足防火规范要
求，在建建筑物应合理设置临时疏
散通道，未竣工的建筑物内严禁设
置工人宿舍，此外还将重点检查安
全网的阻燃性能。

据悉，2017年我市建筑工地
安全生产成绩斐然，共有56个工
地通过了珠海市安全生产、文明施
工上半年示范工地评审，20个工
地获得了广东省安全生产、文明施
工示范工地称号。

目前，珠海已有1086个房屋
市政项目使用实名制管理系统，累
计超过12万人完成了实名制信息
采集工作，接受安全生产培训2.77
万人，有效提升了建筑工人安全防
护意识。

本报讯 记者蔚宁报道：当许
多珠海市民还习惯于动不动就去
大医院看病的时候，高新区居民的
就医习惯却已悄然改变：全区
83.06%的患者选择在本区就医。
2017年岁末，全市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暨基层医疗机构绩效管理现
场推进会议在高新区召开，向全市
推广高新区通过绩效管理提升医
务人员积极性，从而提升患者满意
度的经验。

据悉，我市从2014年开始启
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率今年
达到省里要求，但整体工作质量不
高，群众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获
得感不强。高新区不断探索，大胆
突破，通过提供政策支持、加强经
费保障、改变经费分配模式、适度
放权、利用一卡通信息化手段建立
实时全程量化考核等措施，尤其是
绩效管理被作为关键环节加以改
革，极大提高了医务人员积极性，
从过去不想干到找活干，各项指标
达到了很高水平。

通过家庭医生制度将患者留
在基层，从而实现分级诊疗，这是
医改的方向。珠海公立基层医疗
机构由财政提供保障，实施收支两
条线。然而，面对家庭医生签约率
上不去的状况，2014年高新区在
调研中发现，绩效分配上“一刀切”
的做法，使得医务人员干和不干一
个样，家庭医生工作积极性不高，
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居民对基层医
疗机构原本就有的不信任感。

高新区的改革做法是，将原

来的区财政直接发放至职工工资
卡的工资变为由区财政将职工工
资打包一并发给卫生服务中心
（卫生院），使得后者有权自主调
整基础性和绩效工资比例，自主
增设奖励性绩效工资，并向关键
岗位倾斜。高新区还将基本公共
服务项目补助资金部分、医务性
收入中增量部分和岗位补贴等作
为奖励性绩效工资来源。2014年
区级向医疗机构投入33242698
元，2017年上升到70150505元。

唐家卫生院和金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分别出台相应薪酬改革
方案，医务人员绩效工资不低于工
资总额的50%，在岗全科医师整
体水平比其它专科同级医生高
15%；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岗位的人
员，其奖励性绩效工资上浮15%。

通过“一卡通”的绩效考核系
统，医务人员的每一项服务都被记
录在案，包括每一次抽血、每一份
健康档案、每次入户。据悉，2015
年金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员工的
奖励性绩效是每人800元。而
2017年，有员工最高拿到5000
元。与此同时，该中心在岗员工不
仅没有流失，反而从2015年的32
人增加到2017年的122人，使得该
中心“服务人口/员工比”从2500：1
迅速提高到630：1，老年人健康管
理率从36.7%提高到83.2%，患者
满意度从13%提高到76%。目前
全 市 的 家 庭 医 生 签 约 率 为
37.96%，而金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签约率已经达到55.77%。

高新区通过绩效管理提升医务人员积极性

逾八成患者选择在社区就医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
记者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了解
到，2017年12月27日，珠海市
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科技型
孵化企业 质量要素导入指南》
出台并通过专家审定。该标准
是在新版标准化法（2017版修
订）以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试行）》（国质检标联[2017]536
号）颁布后，珠海市制定的首个
团体标准。

据悉，该团体标准是由珠海
市标准化协会、珠海市质量技术
监督标准与编码所、珠海（国家）
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珠海市
科技企业孵化协会、横琴金投创
业谷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珠海
森坦企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珠
海埃魅客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等多
家单位共同起草制定，主要提出
了科技型孵化企业在成长过程
中，从质量、计量、标准化和认证

认可等方面质量要素的基本原
则、导入内容和要求，基础性
强，覆盖面广，填补了国内科技
型孵化企业在质量要素导入领
域标准的空白。

该团体标准的出台受到
了珠海市孵化器、科技型孵化
企业、技术机构和行业协会的
广泛关注。它能有效助力企
业的产品研发、组织生产、检
验检测、经营管理和品牌打

造，提升科技型孵化企业的质
量意识和管理水平，让标准技
术服务成为科技型企业发展
的主要驱动力，推动企业创新
驱动发展，引导企业走质量强
企的道路。

据透露，下一步，珠海市标
准化协会将在服务业和文化创
意产业方面探究质量要素导入
的标准，用标准手段推动各个
行业和各个领域的发展。

本报讯 记者卢展晴报道：
阳春市双凤村是我市香洲区对
口帮扶的贫困村之一，这个村
由于缺乏劳动力和农业用水等
原因，一直摘不掉贫困村的“帽
子”。然而，自从2016年香洲
区的帮扶干部驻村后，采取系
列帮扶举措，通过激活特色养
殖产业，成功带动当地村民逐
步走上脱贫致富路。

双凤村位于阳春市潭水镇
东部，距阳春市区29公里，全
村共有953户4300多人，但7
成以上的年轻劳力都外出务
工，剩下的几乎全是60岁以上
的老人和小孩。“缺劳动力和缺
农业用水，导致村里难以发展
上规模的农业项目。”双凤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艳尤
告诉记者，以前村民都只能靠
养蚕为生，收入微薄。

冯里友就是黄艳尤所说的
其中一名留守者。因为子女都
外出打散工了，年过六旬的老
冯不仅要照顾80多岁的老母
亲和生病的老伴，还要拉扯不
到6岁的小孙女，一家人生活就
靠他种桑养蚕，但每年3万多元
的毛收入实在是入不敷出。

好在2016年6月，香洲区
帮扶人员驻村后，对村的情况
和产业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摸
底，发现在缺水缺人的条件下，
发展养殖产业是最佳的选择。

冯里友和其他村民已尝到
了养殖的“头啖汤”。“2017年，
我们家也免费领了4头牛和
20头小猪，不但学到了养殖技
术，而且等猪和牛出栏，能赚4
万余元。用赚的钱再购置新的
猪苗，就可持续有收益了。”冯

里友满足地称。
据了解，为贫困户免费送猪、

牛，是香洲区扶贫到户的一项主
要措施。由于地理原因，双凤村
常年缺乏农业用水，发展种植业
不具备条件和优势。因此，要帮
助当地脱贫，除了发展种桑养蚕
等当地传统产业外，养猪、养牛等
劳动量相对轻，且不需要太多用
水，这便成为了香洲区帮扶双凤
村的重点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发
放猪、牛以及饲料，合计129万元。

免费为贫困户送猪、牛，鼓励
村民尝试养殖产业只是香洲区对
口帮扶的第一步。记者注意到，
2017年12月，香洲区对口帮扶单
位还与双凤村达成协议，计划从
2018年起，用自筹资金投资30
万元，与野猪养殖大户合作，让村
民学习开展特种野猪养殖，尝试
通过特色养殖带动村民脱贫。

记者在阳春市特种绿野野
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看到，该养
殖场已初具规模，养有近300
头野猪，养殖时间均要求1年
以上，养殖方式绿色环保，且采
用散养的方式。“在去年11月
举行的珠海帮扶阳春精准扶贫
成果展暨阳春特色旅游及农产
品展销会上，该品牌的纯天然
野猪肉供不应求。”养殖基地负
责人谢汝伟表示。

养殖技术已成熟，产品备
受认可，最大的难题是缺乏稳
定的销路。为激活特色养殖项
目，香洲区驻村的帮扶人员整
合资源，一方面将该品牌的野
猪销售点引到珠海香洲市场。
另一方面，要求该养殖大户需
帮扶双凤村贫困户，为贫困户
输出野猪猪苗、开展培训并实
现回收，让村民通过特色养殖

致富。
“每头的受益能比普通猪

高出200元钱。”谢汝伟表示，
“村民大概能赚到500元钱一
头猪。”因看好野猪在珠海乃
至珠三角的销售前景，谢汝伟
还与香洲对口帮扶单位约定，
日后在珠海每销售一头野猪，
就提成60元用于为全体贫困
户建立资产收益长效机制和村
集体增收，预计每年固定收益
可达2.88万元。

2017年12月28日，阳春
产的特色野猪已在口岸市场开
档销售，接下来还将继续在星
园市场等我市农贸市场铺开。
通过多方联动，双凤村养殖大
户的销路打开了，村民增收有
了新方式，也有助于珠海的居
民能吃上质量上等的猪肉，真
正实现了三赢。

香洲区对口帮扶阳春双凤村实招频出

特色养殖助村民走上脱贫致富路

□本报记者 陈翩翩

冬阳和煦。走进沙龙百香
果综合种植基地，成片的百香
果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自中
秋后，一茬又一茬的百香果渐
次成熟，源源不断进入市场。
沙田村农户乐开了怀。

在新一轮对口帮扶工作
中，珠海特区报社对口帮扶高
州市沙田镇沙田村，因地制宜
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带领贫困
户走出脱贫新路。截至目前，
珠海特区报社对口帮扶沙田村
已初步建成沙龙百香果综合种
植基地、燊马生态农业产业化
基地两个扶贫产业基地。基地
农副产品、深加工产品等相继
上市，贫困户增收脱贫效果明
显。

沙龙百香果助村民增收

沙田村是“沙田起义”发源
地，是革命老区。这里以丘陵
地带为主，资源丰富，有种植业
基础。开展对口帮扶以来，珠
海特区报社发挥沙田村资源优
势，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合理布
局，努力帮助沙田村建设百香
果种植基地，以项目带动，增强

村集体“造血”能力 ，激发贫困户
内生动力，助力村贫困户脱贫。

记者了解到，沙田村沙龙百
香果综合种植基地位于新村
垌。这里交通便利，田地肥沃、
平坦连片，水利灌溉设施完
善。珠海特区报社、沙田村民
委员会结合当地实际，联合高
州市高农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当
地农业龙头企业高州市森宝园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共同打
造沙田村沙龙百香果综合种植
基地，计划种植面积600亩，总
投资300万元。目前，项目已完
成首期投资200万元，其中珠海
特区报社投入产业扶贫资金80
万元，种植百香果200亩。高州
市高农种植专业合作社支付投
资收益按投资金额平均20%计
算，分6年支付给贫困户。基地
以“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运
营，鼓励和吸收有劳动力的贫
困户参与项目建设，到基地务
工，增加收入。百香果基地项
目带动村民350户，其中贫困户
107 户 ；实 现 年 人 均 增 收 约
2800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86 人年均收入达到每人约
4900元,每户约16000元，帮扶
效果十分明显。

燊马基地打造完整产业链

在稳步推进沙田村沙龙百
香果综合种植基地建设的同
时，珠海特区报社创新帮扶思
路，加强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
先后与沙田村委会、高州市燊
马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高
州市高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联
手，在沙田镇马头岭打造千亩
规模的燊马生态农业产业化基
地，努力形成农副产品生产加
工完整产业链。

记者获悉，高州市燊马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1年，是集生产、加工、科研
于一体的大型企业，是广东省
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国家农业
部指定储良龙眼生产基地。燊
马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
的“马头”牌荔枝龙眼鲜果、干
果等，远销欧美、港澳市场，拥
有良好声誉。

经过反复协商，珠海特区
报社、沙田村民委员会、广东
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高
州市燊马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高州市高农种植专业合
作社等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
同建设沙田村燊马生态农业

产业化基地，打造完整产业
链。基地选址沙田镇马头岭万
亩果场。

据悉，燊马生态农业产业
化基地占地总面积 4700 多
亩。截至目前，总投资已超过
1000多万元，其中，产业化基
地规划面积为2800多亩，可带
动农户350多户，其中贫困户
55户增收致富。驻村干部介
绍，该项目首期将投资360多
万元建设果品加工厂。其中，
珠海特区报社投入产业扶贫资
金60万元。基地可年生产加
工荔枝、龙眼鲜果 120 多吨。
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300 多万元，年收益 60 多万
元。

珠海特区报社对口帮扶
沙田村两个扶贫基地的建设
已初具规模，带动沙田村贫困
户实现脱贫目标，也为沙田村
集体经济带来年增收 3 万
元。随着基地业务的稳定扩
展，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逐渐形成，将进一步激发当地
农户种植岭南佳果的热情，助
力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产业
发展，对口帮扶沙田扶贫攻坚
战胜利在望。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珠海特区报社对口帮扶沙田村

打造生态农业特色基地 构筑完整产业链

村里的留守老人有了牛有了猪，自己也有了增收新途径。本报记者 卢展晴 摄

(上接 01 版)据郑子财介绍，
在医疗方面，通过将阳江当地9
个区级医院与珠海9个整体实力
雄厚、专科优势明显的医院进行
精准结对帮扶，大大提升阳江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同时将6
个薄弱卫生院列入珠海各对口帮
扶区的帮扶方案，由珠海各区负
责统筹帮扶计划，阳江9个区级
医院、6个卫生院计划投入资金
多达4030万元。

在新一轮教育帮扶方面，珠
海通过“百家学校结对帮扶工
程”、“百名校长培养工程”、“百名
名师培养工程”、“百名教研员培
养工程”，整体提升阳江当地教育
水平。郑子财告诉我们，截至目
前，“百家学校结对帮扶工程”已
完成结对签约并进行交流学习，
通过互派教师、外派跟岗学习等
方式，三年内为阳江培养100名
优秀校长、300名教学名师、360
名教研员。

上学期，通过智慧校园平台，

一堂英语公开课在珠海市香洲区
翠微小学和阳春市春城小学同时
举行。这是珠海市开创互联网+
教育精准帮扶模式的一种尝试。
在当天的课堂上，翠微小学的英语
老师王娟在上英语课，香洲学习型
智慧校园平台同步把王老师的课
程现场直播到了阳春春城小学，远
在数百公里外的阳春学生实时通
过多媒体系统也能听到王娟的课。

透过这种互联网+教育帮扶
模式，贫困地区学生坐在自己的
教室里，就能和城市学生共同接
受同一位老师的教学，并且还能
无障碍地进行提问互动。这样，
优秀教育资源两校同步共享，既
不受空间限制，也具有可持续性。

“我们还与阳江教育系统全
面共享‘粤教云’平台使用、互动
课堂、课件资源、试库等等，整体
提升阳江教育核心竞争力。”郑子
财信心满满地表示，随着帮扶力
度的不断加强，阳江的民生社会
事业将会有更大提升。

心系民生：“互联网+”精准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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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2017珠澳湘籍商会怀化轮值
主席活动之湘情慈善拍卖现场捐
助晚会暨2018珠海市湖南怀化商
会年会在珠海度假村酒店千禧宫
举行，活动主题“商业是最大的公
益”成为在场湘商共同的价值观。

蓝海之略董事长罗志林作为

珠海湖南商会轮值主席及怀化商
会会长在致辞中倡导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乐善好施，扶贫济困。

湘情慈善拍卖现场捐助热潮
一浪高过一浪，湘籍企业家们踊
跃奉献爱心，轮番竞价，共筹集善
款40多万元，22位湘籍贫困患
者当场得到资助。 （于华英）

珠海怀化商会年会“变身”扶贫公益活动

22位湘籍贫困患者当场得到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