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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课后托管如何“叫好又叫座”？

市政协邀您来献计
新华社全媒体头条报道珠海帮扶怒江的故事引发热议

“背篓医生”事迹不仅仅是感人

相关链接

本报讯 记者朱燕报道：2
月13日，新华社以全媒体头条的
形式刊发长篇通讯《大峡谷里的

“背篓医生”》，报道了珠海医生
管延萍到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帮扶的事迹。报道引发热
议，大家在表达感动的同时，纷
纷表示要向管延萍学习，将扶贫
工作做好。

珠海市驻怒江州扶贫协作工
作组组长张松说，管延萍以她个
人的付出和魅力，诠释了什么叫
无私，什么叫大爱，什么叫情怀。
管延萍是东西扶贫协作干部队伍
的缩影，是珠海帮扶怒江几百名
一线队员的缩影，同时也是怒江
基层医护人员的缩影。正是有了
这样一群人的存在，我们才有理
由相信，2020年，全国脱贫奔小
康，一个都不会落下。珠海市香
洲区驻怒江州泸水市扶贫干部吕
国林表示，管延萍事迹感人，精神
可嘉，是每一个扶贫工作者学习
的榜样，更是扶贫人员克服困难
的宝贵精神力量。在怒江州贡山
县挂职副县长的珠海扶贫干部李
海清说，管延萍发自内心热爱贡山
人民，她在贡山县最基层的医院工
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媒体曾多
次报道她的事迹，每次看到，我除
了感动外，更增加了扶贫工作的信
心和力量。

香洲区拱北口岸综管办常驻

怒江的扶贫干部覃佐昕说，我第
一次见到管医生，是在丙中洛，她
背着背篓从山上巡诊回来，像一
个从云雾缭绕的大山上下来的

“白衣天使”。在怒江大峡谷最偏
远最贫穷的地方，她一呆就是三
年，坚守医德，传递大爱，不管经
历多少艰难险阻，仍对生命负责，
为少数民族群众送去党的关爱。
管医生的事迹，就是对医者仁心
的最好诠释，也是对扶贫工作者
的最美礼赞。

珠海规划设计院驻怒江扶贫
人员李理说，在当今扶贫的伟大战
役中，不仅在怒江有管医生，其他
地方还有千千万万个“管医生”，
她的事迹是特例，也是缩影。我
为能像管医生一样亲身参与到这
场特殊“战役”而感到自豪。

从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底，珠海向怒江派出党政干部92
人、支教教师100人、支医人员
104人，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在深
山峡谷中奔波，为怒江人民早日
脱贫默默奉献着。

珠海常驻怒江的扶贫干部
张家富说，管医生是我们身边的
英雄，是珠海帮扶怒江医疗战线
上医护人员的优秀代表。我跟
管医生经常交流，每次看到“背
篓医生”时，都会肃然起敬，佩服
她能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主动
要求留下来，而且一留就是三

年，她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
“这里的老百姓太需要医疗
了”。我亲眼目睹过管医生的
工作，也很了解怒江州贡山县
丙中洛镇各村村民的医疗条
件，和管医生一起做了很多帮
扶工作，经历了很多感人的帮
扶故事，每次想到这些，都眼
眶发红……

范晨是与管延萍一起到怒
江扶贫的珠海医生，她们是在
怒江才认识的。范晨说，2016
年底和管医生一起来到怒江，
她分到了最远 的 丙 中 洛 。
2017年6月，我在丙中洛卫生
院第二次见到她，她晒黑了不
少，眼角多了皱纹，但眼神明亮
坚定。谈起山里群众的卫生情
况，她难过得哭了起来。“还有
很多工作没有开展，我真的放
不下，我想多留在这儿干点力
所能及的工作。”她坚定地跟我
说。

转眼范晨和管延萍都在怒
江呆了两年多，范晨说，她们为
深山峡谷的百姓送医送药，是
医生的本分，“我想，不忘初心
便是如此吧。”

挂职怒江州兰坪县副县长
的珠海干部刘伯明说，看到管
延萍医生为吃喝拉撒全在屋里
的精神病患者学罗军洗头和剪
指甲的画面时，心里油然产生

敬佩之情，这种细微之处的关
怀不仅仅是在为病人治病，更
是用爱来治愈患者长期的心理
疾病，这是人间大爱。管延萍
医生从特区走向大山，从城市
走入农村，一座座大山阻挡不
住她的脚步，多少泥泞的山路
被她踩在脚下，她用背篓把关
爱和健康带给了在大山的村
民。当前，随着扶贫工作的深
入开展，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
到了偏远深度贫困地区，也有
越来越多像管医生这样的扶贫
干部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默默
奉献和努力着。

珠海农控集团帮扶怒江的
工作人员关若炯说，管延萍离
开珠海温暖的家，来到深度贫
困的怒江，克服生活上的困难
和疾病困扰，跋山涉水为村民
看病，冒着生命危险出诊……
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大爱无疆
的涵义，是我们扶贫干部的骄
傲，也是珠海人民的骄傲。珠
海农控集团也有不少干部在怒
江扶贫，对管延萍医生的经历
感同身受，表示将以管医生为
榜样，用管医生的精神激励自
己，不畏艰险，排除万难，遇水
架桥，逢山开路，积极推动产业
扶贫事业，带领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
力量。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市
农控集团与海峡两岸农业发展研
究院（以下简称“两岸农研院”）加
强合作，在珠海农科中心建设生
物技术研发交流中心和产学研示
范基地，日前，培育新品小番茄

“珠海红”及研发新型生物碳源肥
取得成功。其中，生物碳源肥系
列产品通过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
测中心的检测，技术指标居世界
领先水平。两项科研成果将尽快
转化，推广应用。

作为新型农业协同创新机
构，两岸农研院落户华南农业大
学，并依托其雄厚师资等优质资
源，肩负起发展现代农业科学技
术，开展两岸合作与交流，探索
解决三农问题重任。成立伊始，
两岸农研院选择市农控集团所
属珠海农科中心，建设生物技术
研发交流中心和产学研示范基
地，探索农业转型升级和产融结
合新模式，打造智能化农业，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两岸农研院
致力于实践、示范、创新‘三位一
体’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市农控
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岸农研
院以及在珠海设立的生物技术
研发交流中心和产学研示范基
地，将通过示范、实践推动农科
创新，通过新型生物肥料研发、
高抗病优质种苗培育和农业科
技应用推广等，创新、构筑起“三
位一体”农业综合服务体系，服
务珠海现代农业发展。

走进农科中心小番茄试验

种植棚，姹紫嫣红的各色小番茄
晶莹剔透，煞是养眼；品尝一颗，
更是清甜、爽脆，别有一番味
道。进驻珠海一年多来，两岸农
研院及生物技术研发交流中心
和产学研示范基地取得多项新
的科研成果。目前，在农科中心
基地已建设6个台湾名优品种作
物种植试验大棚和1个种源、种
苗培育大棚，搜集200多种名优
品种，其中蕃茄类多属珍贵种
源，以及抗病、耐旱、耐涝根砧品
种。育成后的新品种进行试种
评估后，将择优进行市场化推

广，推向全国。“我们现在已完
成小番茄、香瓜、网纹瓜、柑橘
类、茶叶、蔬果等200多种农
作物的试验栽培与示范。”两
岸农研院理事长刘成介绍，品
尝过“珠海红”的市民一致赞
不绝口。

生物碳源肥是安全、绿色
的高效碳肥，可显著促进农作
物的健康生长、增产、提质，也
是解决农药残留、化肥滥用和
土壤改良的“金钥匙”。近期，
生物技术研发交流中心在台
湾著名植物学家陈信佑教授

带领下，成功研发“生物碳源
肥”技术，并开发出茶叶、果
树、蔬菜等专用碳源肥，生产
了辅酶营养液、根立旺、耐候
王、天然防虫防菌剂、土壤消
毒水等系列产品。权威检测
认为，该项技术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

未来，两岸农研院还将集
中力量打造“番茄世界·果蔬天
下”模式，集农业科研、展示、体
验、观光、科普于一体，形成现
代农业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我市农业科技创新再添新成果
成功研发生物碳源肥，培育“珠海红”番茄新品

番茄新品“珠海红”。 本报记者 申洋 摄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2
月 19日，珠海市税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曾天翔邀请全国人大代
表孙媛媛和廖贵平走进珠海市
税务局，近距离体验智能办税服
务厅、税收大数据展示平台，参
观税务党员之家，面对面倾听全
国人大代表对税务工作，尤其是
当前减税降费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通过问需、问计、问效，增进
人大代表对税务机构改革、税制
改革和减税降费工作的了解、关
心和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威丝曼股份
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工会主席
孙媛媛对各项税收改革感触很
深，“威丝曼是珠海服装行业的

龙头企业，和国内外的高端品
牌有很多合作。去年5月增值
税税率下调 1个百分点，11 月
出口退税率上调1个百分点，都
极大地改善了民营企业的现金
流和盈利状况，让企业发展劲
头更足。”

孙媛媛表示，公司将抓住新
一轮减税降费的利好时机，实现
公司的转型升级，从简单的代工
往品牌设计、品质升级方向发展。

税务机构改革以来，珠海税
务部门着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落实477项“全程网上办”和555
项“最多跑一次”清单，实现137
项涉税事项无纸化办理。全面推
广应用电子税务局、移动端微信

办税，升级智能税务机器人“贝
贝”和“税小能”。网上电子税
务局的大力推广、办税流程的
不断简化，都给企业的发展提
供了便利。

全国人大代表、珠海许继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廖
贵平表示，“国地税合并以来，
最大的感受是营商环境得到了
很大改善。现在只要去一个
厅、交一套资料，在一个窗口就
可以把事情办好，提高了办税
效率。”

除了提高办税效率，今年
以来，珠海税务部门不断优化
对企业的政策宣传辅导服务，
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

问题，深入推进“银税互动”
“税保行动”，新增1092户小
微企业凭借纳税信用获得无
抵押贷款24.45亿元。

两位全国人大代表充分
肯定珠海税收工作成效，表示
通过交流深刻体会到人民税
收为人民，看到税务部门在工
作中的努力和付出。

据曾天翔透露，接下来，
珠海税务部门将大力挖掘应
用税收数据，围绕经济税收运
行、重点行业、民营经济、外贸
出口、个税改革、社保费征管
等热点问题开展一系列税收
务实性调研，主动为地方经济
发展出谋划策。

市税务局向全国人大代表问需问计问效

减税降费让企业发展劲头更足

□本报记者 宋一诺

学生放学早，家长下班晚，
孩子的接送问题一直是困扰“双
职工”家庭的老大难问题。在今
年珠海“两会”上，开展小学生校
内课后服务被列为2019年全市
十件民生实事之一。今年1月，
珠海正式启动校内课后服务试
点工作，成为许多家庭的“福
音”，收获掌声一片。

如何将这件想家长之所想、
急家长之所急的好事做得更好，
让校内课后托管“叫好又叫
座”？您的孩子在参与校内课后
托管时遇到过哪些问题，您认为

该如何完善？在校内托管工作还
未完全铺开时，校外社会托管机
构又该如何监管？对于课后托
管，您还有什么看法？

即日起，市民可直接在珠海
特报APP和珠海特区报微信公
众号的相关新闻推送下留言。市
政协收集整理后，将通过在《珠海
特区报》开设的“委员议事厅”栏
目，组织相关界别委员对市民普
遍关心的重点问题建言答疑。对
于有代表性的民意民智，市政协
还将归纳整理，报送市委、市政府
或有关部门。同时，市政协还将
据此形成提案参考选题，及时转
交政协各参加单位、各专委会和
广大政协委员，供他们在撰写提
案时参考。

动动手指，您的声音可能就
会出现在政协委员的提案上，从
而被政府部门采纳，快来提出您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吧！

2018 年 12 月 19 日，市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
进一步做好小学生校内课后服
务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根
据《实施意见》，珠海于 2019 年 1
月开始校内课后服务试点工作，
计划到2019年底实现全市70%以
上的小学为全部有需求的学生提
供课后服务，到2020年底基本实
现全市小学为全部有需求的学
生提供课后服务。《实施意见》提
出，校内课后服务要基于学校实

际及学生、家长需求，提供早餐、
午餐及托管看护服务，学校要充
分利用校内运动场地和各功能室
等资源组织开展体育、美育、科技
等多形式活动，禁止变相集体补
课、上课。校内课后服务时间一
般为正常上课日的早上、中午及
下午放学后至18时，有条件的学
校可适当扩大到其他课后时间。
学生在校用餐价格根据健康、营
养和经济的原则，用餐费用原则
上由家长负担。

珠海今年1月启动校内课后服务试点工作

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珠海
春节后人力资源市场的求职高潮
提前来到。记者日前在市人力资
源大厦看到，进场求职者与去年
同期相比大幅增加。

珠海2019年“春风行动”暨
“南粤春暖”公益性首场招聘会于
2月14日在市人力资源大厦拉开
帷幕。据了解，“春风行动”开展
期间，将在2月中旬至3月底举行
64场系列招聘会，其中市外招聘
活动8场，市内招聘活动56场。

18日上午10时30分，记者
看到，市人力资源大厦入口处挤
满了求职者。“今天进场的人流量
大幅增加，按往年惯例，元宵节后
才会出现求职高潮。今年求职高
潮提前来到，说明外界普遍对珠
海的发展充满期待。”纳思达招聘
主管陈先生表示，截至上周六，该
企业通过政府打造的招聘平台已

揽到360多人入职。
在招聘现场，招聘企业各显

神通大打“抢人大战”。记者看
到，虽然珠海目前的最低工资标
准为1720元/月，但不少企业已
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900元/
月，而且开出的福利待遇条件十
分具体，显示出满满的诚意。

“‘90后’成为求职主力军后，对
企业的福利待遇条件要求越来越
高，比如要有厂车、能提供夫妻房
等，企业也在不断调整尽量满足
求职者的期望。”陈先生说。

在招聘现场，市人社局、市总工
会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了就业政策、
创业服务、技能培训及社会保险咨
询、法律咨询等服务。来自珠海市
南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统
计数据显示，16日，市人力资源大
厦进场求职者人数达到4465人，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4.66%。

珠海节后求职高潮提前来到
进场求职者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

珠海人力资源市场求职者比往年大幅增加。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上接01版）在“软联通”方面，聚
焦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往来
便利化，推动规则相互衔接，营造
与港澳趋同的发展环境。珠海积
极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粤港澳大
湾区优质生活圈，对标国内外最高
最好最优，强化城市规划与城市设
计，促进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生活
空间宜居适度、生产空间集约高
效，用绣花工夫抓好城市管理，建
设独具特色令人向往的大湾区魅
力之城，用一流城市环境吸引一流
企业和一流人才。

姚奕生表示，在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珠海高度重
视发展现代服务业，将积极吸引
承接港澳优质服务业，提升商

贸、旅游、会展、物流、金融、文化
等产业发展水平，促进珠海服务
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欢迎广大
港资企业来珠海投资兴业，珠海
将竭尽全力提供优质的政务服
务，深化与港企沟通交流，全面
推动珠港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合作。

香港企业高层表示，珠海近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令人鼓
舞，十分看好珠海发展前景，将紧
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港珠
澳大桥通车等重大机遇，进一步
深化与珠海的交流合作，实现共
赢发展、互利发展。

副市长刘嘉文和相关区、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拜访活动。

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
推动珠海现代服务业上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