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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民生

为进一步维护经济金融
秩序，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
发了《关于核查失效居民身份
证信息和非居民身份证件信
息试点工作的通知》（银发
〔2018〕60号）（以下简称《通
知》），决定在广东省珠海市开
展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和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以下
统称非居民身份证件）信息核
查试点工作。

中国银行珠海分行（下称
珠海中行）作为试点商业银行
之一，将全力以赴推动有关工

作的开展。据了解，试点工作
将于4月9日开始，届时，单位
和个人办理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的开立、变更、撤销业务，将
实现非居民身份证件信息联网
核查，为港澳台等非居民客户
和持有永久居留证件的外籍人
士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此次非居民身份证件信息
核查业务试点意义重大，一是
丰富了联网核查系统功能，填
补了非居民身份信息核查的空
白，有利于进一步夯实银行账
户实名制基础，为银行机构落
实账户实名制、核查非居民身

份证件信息真实性提供便捷、
有效手段。二是有利于防范单
位和个人被不法分子冒名开
户，减少因假名、匿名开户造成
的经济纠纷和损失，维护社会
公众资金安全。三是有利于遏
制利用银行账户从事电信网络
诈骗、洗钱、偷逃税款等违法犯
罪活动，维护正常的经济金融
秩序。四是优化了银行业务流
程，减少对辅助身份证明材料
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业务办理
效率、优化开户体验。

珠澳两地陆路相连，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仅珠海拱北口

岸单日出入境量已经突破30
万人次大关，并在不断刷新记
录。庞大的客流带动了非居民
客户业务量的快速增长，而非
居民身份证件信息联网核查为
各项非居民业务的依法合规办
理提供了良好保障。下阶段，
珠海中行将认真按照《通知》精
神做好各项工作，切实发扬珠
海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改革开
放精神，全力以赴确保试点成
效，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
坚实的金融服务保障，为全国
推广非居民身份证件联网核查
积累宝贵经验。

新时代大湾区落实银行账户实名制有新举措
——广东省珠海市试点非居民身份证件信息联网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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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良（优秀镇街15个、良好镇街5个、平稳镇街4个），无红色预警地区。

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共场所注意保管财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珠海平安指数
(数据发布：珠海市平安办)

颜色贴士：■优秀 ■■良好 ■平稳 ■预警

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北京 小雨 1～10℃

上海 小雨 14～21℃

广州 多云 21～30℃

重庆 小雨 13～28℃

合肥 小雨 6～27℃

武汉 阴 13～23℃

长沙 雨 9～22℃

哈尔滨 晴 -6～7℃

海口 多云 20～29℃

气象台气象台特报特报

多云，有阳光，早晚有轻雾

今天：多云，有阳光，早晚有

轻雾；气温：22℃-28℃；风向：东

南风；风速：陆地2到3级，海面4

到5级；相对湿度：70%-95%。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
记者3日从市发改局获悉，为
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规
划，建立完备的医疗卫生和健
康服务体系，实现东西部区域
均衡发展等目标任务，我市将
在斗门区西城A片区平华大
道南侧、腾逸路北侧建设珠海
市西部医疗中心。目前，该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市发改
局批复。

据悉，建设西部医疗中心是
市委、市政府实现珠海东西部医
疗卫生资源均衡配置和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需要，项目定位为一所
集医教研健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
三级综合医院。项目新建地上床
位1000张，地下战时急救医院床
位 50- 100 张 ，建 设 用 地
108187.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6883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
面积120000平方米，包括七项设

施用房（含大型医疗设备单列
项目用房面积）113000平方米
（含急诊部3390平方米、门诊部
21854平方米、住院部42940平
方米、医技科室26001平方米、
保障系统9040平方米、行政管
理4520平方米、院内生活5255
平方米）、预防保健用房500平
方米、科研用房5000平方米、
教学用房1500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48830平方米，包括人

防面积6600平方米（含战时急
救医院3000平方米）、配套用房
及车库42230平方米。共设停
车位2160个，其中：地下停车
位1800个（含机械式停车位
800个），地面360个。此外共
设置432台充电桩。

据悉，工程建设费将控制
在158886万元内，目前，该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市发改
局批复。

工程建设费控制在158886万元内

我市将建设西部医疗中心 本报讯 记者陈颖报道：3
日，珠海市公路局召开媒体见面
会，该局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杨
石松正式宣布：珠海市主城区道
路路面改造及美化工程第二批道
路正式开工。本批共7条道路，
不仅包含沥青罩面施工，还将同
步建设慢行系统，并将沿线小区
临街地坪也纳入改造范围。

主城区道路路面改造及美化
工程共涉及38条道路。去年12
月，首批包括银桦路在内的4条
道路已经完工，路面提升效果显
著。今年道路改造工程还将持续
推进，以求让城市精细化管理造
福广大市民。第二批改造的道路
为7条，分别是红山路、翠景路、
翠仙路、香华路、敬业路、沿河东
路、吉柠路，道路总长度13.3公
里，建设内容包括路面病害加固、
铺设沥青面层、优化交通设施、人
行道改造、沿线小区临街地坪改
造等。杨石松介绍，这次系统地
对主城区道路进行改造提升，不
仅增加道路安全性、提升通行舒
适度、优化交通功能，同时可以降
低城市噪音，美化城市环境，为珠
海市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品
质。而这些道路的改造次序，市
公路局也进行了通盘考虑，力求
形成环线，减少对市民影响；对于
原本没设计自行车道等慢行系统
的道路，改造工程将通过缩小道
路中分带等方式，兼顾车行、人
行、骑行三者的需求，打造精品工
程，提升市民幸福感。

据悉，第二批道路路面美化
改造工程已于今年3月21日完

成施工招标。工程主管单位为市
公路局，工程建设单位为珠海城
建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这7条道
路的改造，计划今年 6 月底完
工。在红山路的施工现场，记者
看到施工人员正紧张地进行路沿
石拆除作业。铲车进行挖掘的同
时，洒水车也同步洒水，有力控制
了扬尘的产生。珠海城建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田杨明介绍，减少施
工对环境和市民出行的影响，一
直摆在项目实施的首要位置，不
仅严格实施施工扬尘控制“六个
100%”，即施工现场100%围蔽、
工地砂土100%覆盖、工地路面
100%硬地化、拆除工程100%洒
水压尘、出工地车辆100%冲净
车轮车身、暂不开发的场地
100%绿化；项目还将严格控制
噪音，并减少车辆改道。短期内
不会影响公交车通行，后期会根
据施工需求向社会发布行车线路
调整信息。

另据记者从市公路局获悉
的消息，第三第四批主城区道路
路面改造及美化工程预计将在4
月中下旬到5月上旬开工。第三
批改造的道路为13条，分别是
健民路、三台石路、粤海路、凤凰
路、桂花路、金鸡路、岱山路、白
云路、梅界路、蓝盾路、心华路、
志威路、翠前路；第四批改造的
道路为14条，分别是华海路、翠
香路、乐园路、朝阳路、先烈路、
星园路、侨光路、港二路、鞍莲
路、粤华路、白石路、岭南路、友
谊路、水湾路。所有的道路改造
都将在航展前完成。

第二批主城区道路路面改造及美化工程正式开工

红山路等将换新颜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
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法律与行政学院、台湾静宜大学
社会工作与儿童少年福利学系
共同主办的“两岸社会工作与社
会治理创新研讨会”在北师大珠
海分校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来
自两岸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领
域的近百名专家、学者齐聚珠
海，共同探讨社会工作与社会治
理创新话题。与会专家认为，社
会工作将持续正向发展，为营造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贡
献力量，广东社会工作将继续发

扬领头羊的作用，为全国社会工作
发展先行探路。

2006年以来，我国社会工作
专业化快速发展，据统计，目前我
国有社会工作者（持证、实际、专
业）105万人，持证人员有32万
多人；而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
社会工作者将达到200万。社工
已日渐成为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律
与行政学院于2009年创办社会工
作专业，并于2011年率先在全国
推行两岸“2+1+1”联合培养模式，

与台湾静宜大学社会工作与儿
童少年福利学系联合培养社会
工作专业学生。学系所属的珠
海京师社会工作中心，是珠海市
最早一批注册的专业社会工作
机构，是珠海市5A级社会组
织、广东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重
点实训基地、全国“百强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自成立以来承接
政府购买服务经费接近1000
万元，引领珠海市社会工作专业
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研讨会上，中国社会工作
教育协会副会长王婴教授、静

宜大学社会工作与儿童少年福
利学系纪金山教授、广东省社
会工作师联合会李敏兰会长，
分别发表了“社会治理与社会
工作的协调发展”“高龄社会的
创业叙事”“多元模式推动专业
社会工作全面发展”主题演
讲。研讨会还举行了题为“公
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前景”的
圆桌论坛，来自两岸的学术界、
业界及行业协会的资深专家从
两岸不同发展经验探讨了“公
职社工”的未来可能，引起与会
者极大的关注。

两岸专家学者齐聚珠海 探讨社会治理创新

“公职社工”未来可期

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
“当年我们都是十七八岁当
兵，一起出生入死，我们有幸
能活着回来，一生不能够忘记
牺牲的战友们，我们也希望能
够教育下一代，正是因为有无
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
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
他们能够珍惜生活，并将红色
基因传递下去。”4月3日，在
东坑村的凤凰山烈士陵园内，
参加祭扫活动的对越自卫还

击战参战老兵蔡学联动情地
说。记者了解到，清明节将
至，从4月1日开始，社会各界
人士纷纷前往凤凰山烈士陵
园开展祭扫活动，4月3日当
天，祭扫人数更是达到了600
多人。

4月3日，来自珠海市爱国
拥军促进会的代表、对越自卫
还击战的参战老兵和烈士家
属，翠前小学、凤凰小学等学校
的师生们，以及各政府部门、企

事业单位的各界人士，先后来
到凤凰山烈士陵园开展扫墓活
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下，参
加祭扫活动的全体成员，集体
默哀，在烈士的纪念碑和墓碑
前，怀着无限敬仰和缅怀之情，
敬献鲜花。凤凰小学的少先队
员们在烈士墓前表决心：“我们
决心继承先烈的遗志，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
生活，长大后建设伟大的祖国，
不负先烈期望！”

清明节将至缅怀先烈寄哀思

各界人士到凤凰山烈士陵园扫墓

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清
明临近，祭祀扫墓和春游踏青的
人数增多，为有效预防和控制食
品安全事故发生，4月3日，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别提醒市
民，在清明节期间要提高防范意
识，注意食品安全消费。

市食药监局提示，市民应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品，在外
出踏青购买食品或就餐时，应
选择到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的门店进行消费，不要购买、加
工和食用来历不明的食物、死
因不明的畜禽或水产品，不要
采摘、食用野生蔬果，以保证原
料的食品安全。

同时，市民应注意祭祀用
品存放条件。烤乳猪、白切鸡、
青团等是清明节祭祀常用食
品，但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极易
引起变质。“因此，消费者不宜
到露天经营或无防蝇防尘设施
的摊点购买祭祀食品，在选购
和食用过程中，应注意存放的
温度和条件，并尽快食用完
毕。”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另外，市民祭祀食品食用
需谨慎，食用祭祀后的食品，应
先观察食物性状，变质食品不
可食用，未变质食品必须重新
加工，烧熟煮透后方可再次食
用。加工食品时要注意多个方
面，在加工和制作猪、鸡、鱼等
祭祀食品时，不要使用来源不
明的添加剂。

市食药监局发布清明节

期间食品安全消费警示

踏青勿采摘
食用野生蔬果

4 月 3 日 上
午，珠海市高新区
关工委、高新区团
工委 、高新区妇
联、珠海市关工委
讲师团组织珠海
市兆征纪念学校
师生代表在淇澳
岛苏兆征广场开
展“祭拜革命先
烈”活动。

全体人员瞻仰
苏兆征铜像并深
切地鞠躬，少先队
员还特地献上亲
手制作的纸花表
达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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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师生缅怀革命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