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诚奉献 勇于担当

我市5800余志愿者服务超15万小时

用AI预测新冠肺炎疫情未来走势
珠海企业与钟南山院士团队共建预测模型，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03 责任编辑：何胜文 美编：于仁智 校对：蔡斌 组版：池东

2020年3月6日 星期五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张景璐报
道：记者从团市委获悉，疫情发生以
来，团市委、市志愿者联合会以团员
青年为主体，围绕舆情引导、秩序维
护、专业医护、心理疏导、便民服务、
复工复产等方面，共组建青年战

“疫”志愿突击队46支，上岗志愿者
5800余人，累计服务时长超15万
小时。

杨红翠：“上瘾”的志愿服
务 一做就是11年

请来理发师为老人们修剪头
发、检查社会福利中心的饭菜情
况、日常观测老人们的身体和心理
健康状态……3月5日，当记者采
访斗门区心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理事长杨红翠时，她刚刚结束了在
斗门区井岸镇社会福利中心的手
头工作。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杨红翠
和她的团队没有退缩。“由于福利中
心都是老年人，武汉刚发现新冠肺
炎疫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提高
了警惕。”杨红翠介绍说，12月30
日，井岸镇社会福利中心发出第一
份通告——在非常时期劝阻老人的
家属们尽量停止探望。

杨红翠毅然放弃春节休息，从
除夕当天开始在敬老院服务，保障
疫情期间院内的消防、安全、饮食、
卫生等工作。疫情防控期间，为了
更好的照顾老人，她索性搬到院里
与87名老人同吃同住。

大年初二，杨红翠决定启动封
闭式管理。“为什么我的家人不能来
看我？”对于杨红翠来说，最难的是

既要让老人们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理解封闭式管理的做法，又不能让老
人产生太重的心理负担。为了缓解老
人们的焦虑，杨红翠一方面通过放音
乐、听粤剧等娱乐活动放松老人们的
情绪，一方面组织老人们和家人们通
视频电话。

“我是湖北籍的，更能理解在珠海
隔离的湖北人员的心理状态。”2月6
日，杨红翠启动“心小益”心理关怀热
线，联合5名心理咨询师为居家隔离
对象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关怀等。此
外，杨红翠还动员志愿者超过1440人
次，共同协助村居路口排查、上门入户
探访、宣传和排查、为居家隔离对象代

购粮食等工作，截至目前服务
34111人次。

“小时候困难曾受过别人的帮
助，长大后我也想尽自己的力量去
帮助别人。志愿服务工作会令人

‘上瘾’，这一‘上瘾’就是11年。”杨
红翠坦言。

张雪冬：“80后”“小太阳”
忙并快乐着

金湾区三灶镇青年战疫志愿突
击队队长、“80后”张雪冬也是志愿
者队伍里的一员。疫情发生以来，
作为党员的她一直活跃在抗疫一
线，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张雪冬和

她的“突击队员们”的身影。
2月4日，在得知三灶镇创美

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人手短缺的
情况后，她立即发出招募并组建珠
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青年战“疫”志
愿突击队，陆续组织21名志愿者支
援医疗企业生产，负责生产环境卫
生、防疫物资的物料搬运、还有生
产线上口罩的包装打包等工作。
截至 2月 29 日，累计上岗 324 人
次，服务时长3000余小时。

关注生产防疫物品的同时，细
心的她发现理发店都关门了，抗疫
一线的工作人员又无暇顾及自己
的头等大事，第一时间张雪冬组建
了三灶镇青年战疫义剪志愿突击
队，带领志愿者为三灶镇抗疫一线
的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理发志愿服
务。目前，已在三灶行政服务中
心、三灶社区、金海岸社区、草堂湾
社区、三灶医院、珠海机场等地方
服务人数超280人。

“疫情期间组织志愿服务要比
平时压力更大，由于担心志愿者们
的健康状态时常失眠。”张雪冬坦
言，即使在选择志愿者们的时候经
过体检、筛查等多项严格工序，在这
样的特殊时期她仍然放心不下，关
心志愿者之余，还不忘关心志愿者
家人们的身体状态。在身边人的眼
中，爱操心的张雪冬就像“小太阳”，
随时随刻温暖着人心。企业、医院、
村居……随处可见她的身影。“忙并
快乐着。”张雪冬用实际行动充分发
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尽全力为
抗疫一线人员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
障。她，一直在路上。

□本报记者 廖明山 佘映薇

“在中国来看，有信心4月底基
本控制疫情。”日前，国家卫生健康
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钟南山在广州医科大学疫情防
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说道。

钟南山为何如此有底气得出这
个结论？“我们借助流行病学模型和
人工智能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预测
模型，发现预测值与真实值几乎重
叠，误差小于10%。”横琴鲸准智慧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鲸准智
慧医疗”）总经理王珂给出答案，此前
王珂带领公司团队在钟南山院士团
队指导下共同建立该预测模型。

3月5日，记者走进粤澳合作中
医药科技产业园，园区中近半数企
业已复工复产，其中就包括从春节
至今仍“在线”的鲸准智慧医疗。据
介绍，鲸准智慧医疗成立于2018年
3月，企业成立之初便聚焦呼吸道
疾病领域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
术，致力于为社会及行业、政府部
门、各级医疗机构等提供高质量医
疗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

20余天紧急攻关建立疫情
预测模型

成立仅两年，这家年轻的企业
如何获得钟南山院士团队青睐？王
珂称：“我们的核心技术优势在于对

医疗大数据的整合、处理和分析，拥有
先进的医疗大数据平台，更重要的是
我们一直在进行流感病毒方面的基础
性研究。”

早在2019年8月，鲸准智慧医疗
就与钟南山院士团队核心成员——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杨子峰教授展开
了人工智能大数据预测流感方面的
探索性研究，并成功建立流感病毒预
测模型，有效预测流感两周内的流行
走势，这为新冠肺炎疫情预测模型的
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1月18日，得知武汉暴发新冠肺
炎疫情后，王珂在广州呼吸健康研究
院指导下着手收集数据进行初步研究
分析。“综合分析流行病学发现，新型冠
状病毒与SARS-CoV多个方面具有
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决定根据
SARS-CoV的流行季节、传播途径、
传播能力等特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
特点构建预测模型，预测新冠肺炎疫
情发展趋势，为疫情防控策略提供参
考。”王珂介绍说。

1月28日，王珂集结公司十几名
技术人员前往广州，在钟南山院士团
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及流行病
专有模型”进行了疫情预测及分析。
数据收集、分析、建模……把半年的研
究周期压缩到短短20多天，这对整个
团队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团队成员每天基本轮休2到3
个小时，没日没夜扎在研究所里，身

体、精神上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王珂回忆说，其间公司所有业务全
部按下“暂停键”，研究人员全部零
报酬参与研究。

预测显示，对于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在2月下旬达到高峰，4月底趋
于平缓。该模型将政府管控力度作
为参数指标纳入到人工智能模型的
构建，得出结论“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有效控制了疫情发展，严格的防控措
施如‘早期筛查’最好实施至4月底”。

2月27日上午，钟南山院士在
新闻通气会的发言中引用该结论。
其研究成果《基于SEIR优化模型
和 AI 对公共卫生干预下的中国
COVID-19暴发趋势预测》被《胸
部疾病杂志》（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期刊刊发，为政府决策提供
了科学依据。

人工智能成为疫情防控的
有力武器

新冠肺炎疫情具有未知性、突
发性、高风险和快蔓延等特点，同时
叠加春运高峰期间人员跨地域频繁
流动，为疫情防控提出严重挑战。

为更精准地判断疫情发展的各
个关键节点，研究团队基于2003年
SARS数据进行训练的人工智能方
法来预测本次疫情的流行趋势，通
过机器学习构建人工智能模型有效
提高了疫情预测的精确度。

“相比起 2003 年的 SARS 疫
情，人工智能运用成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有力武器。”王珂认为，人
工智能是人类发展的未来，尤其在
医疗领域，将在辅助诊疗类人工智
能、人工智能影像识别，医疗机器
人、药物研发、智慧健康管理等方向
推动医疗行业发展。“我们的愿景是
在人工智能与医疗大数据这一细分
领域做专做精，做优做强。”王珂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建模过程中
研究团队获得澳门科技大学人工
智能学院的大力支持。澳门科技
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
室牵手鲸准智慧医疗、广州呼吸健
康研究院，远程提供研究设备和人
员支持。

“珠澳合作越来越紧密，天然
的地理优势为人工智能、数字化医
疗医药产业发展铺就了美丽的蓝
图。”据介绍，目前鲸准智慧医疗已
与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澳门科技
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
室建立三方产学研合作关系，优势
互补推动科研成果尽快地转化为
生产力。

王珂表示，下一步，鲸准智慧
医疗将与钟南山院士团队进一步
优化疫情预测模型，为疫情防控策
略提供参考，真正实现感知预警、
精准指挥、联防联控、全程溯源和多
维宣传。

本报讯 记者宋显晖报道：3
月 5 日下午，珠海高新区在南方
软件园举办 2020 年首批 72个重
点项目签约动工仪式，项目总投
资额310亿元，达产产值将达410
亿元。活动现场，健帆集团血液
净化基地、美享医药综合制剂厂
及科创大厦、中科院深圳先进院
生物健康创新科技园、格力新经
济中心等 29 个代表项目现场集
中签约动工。副市长张宜生出席
签约动工仪式。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
战，珠海高新区在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稳步有序推动重点
产业项目和民生工程的落地和启
动，首批72个重点项目中，签约项
目50个，涵盖生物科技、新一代信
息技术、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总投资额175亿元，达产产
值280亿元；动工项目22个，总投
资 135亿元，达产产值 130亿元。
其中，产业类项目12个，具有投资
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
带动能力强等特点。

据悉，现场签约动工的29个项
目包括7个外资重点项目、7个生物
科技类项目、7个新一代信息技术
及智能制造类项目签约，以及8个
项目动工。这些项目既是前一阶段

高新区招商引资的成果展示，还将
示范带动全区项目建设，对高新区
的产业结构优化、城市能级提升、生
态环境改善、民生福祉增进起到重
要推动作用。

高新区负责人表示，高新区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
硬”，现已连续一个月无新增确诊
病例，规上企业复工率达 94%。

“今天 72 个重点项目的签约动
工吹响了集结号，全面拉开了
2020 年项目建设的大幕。2020
年高新区抓招商促发展的决心将
更加坚定，聚项目优产业的工作将
更加有力，优环境惠企业的服务将
更加靠前。”

签约建设健帆集团医疗器械产
业（血液净化）项目的健帆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凡表
示，高新区是一片创新创业的沃土，
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具有很
好的营商环境。健帆在高新区成长
壮大，“这次签约的项目达产后年产
值至少20亿元，每年纳税额将超过
2亿元。”他还说，“虽然疫情凶猛，
但压不垮我们创业人。今天是新的
起点，我们将把企业做得更好，让这
个项目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为高
新区、珠海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
我们新的力量。”

高新区2020年首批重点项目签约动工

72个项目投资310亿元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张景璐报
道：“疫情当前，医护人员、警察等很
多一线工作岗位上的人们都在尽自
己所能维护着城市的运转，我们能
做的就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你
们并不孤单，我们一起战斗。”记者
了解到，2月25日-3月25日，珠海
可口可乐有限公司联手麦当劳在全
市24家麦当劳门店为医护人员、警
察、外卖及快递配送员、环卫工人、
街道及居委会社工、义工及志愿者
们提供暖心赠饮。

珠海可口可乐联手麦当劳
提供暖心赠饮

目前，正处于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最吃劲的关键时期，珠海麦当
劳和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一
拍即合——为在抗疫一线辛苦奔走
的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的暖心饮品。

“希望通过提供暖心饮的方式向
最美逆行者致敬。”据珠海可口可乐饮
料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2月25日-3
月25日，医护人员、警察、外卖及快递
配送员、环卫工人、街道及居委会社
工、义工及志愿者们凭工作证件或身
着工作服可每天可免费领取3杯可乐
或者雪碧现调汽水。本次活动预计提
供10万杯暖心赠饮，在我市24家麦
当劳门店均可领取。此外，麦当门店
实施“无接触配送”和“无接触到店取
餐”，让顾客吃到“安心餐”。

继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
司联合珠海麦当劳在全国率先推
出暖心赠饮活动后，珠海周边地区
也纷纷行动。截至2月 29日，中
山、江门、肇庆等地已有接近66家
麦当劳相继加入。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可口可
乐在行动

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作
为35年的驻地爱心企业，一直把回
馈社会当作责任和义务。疫情初期，
居家隔离抵抗疫情，社区及进出城关
口工作人员的安全饮水成为难题。
2月4日，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
司得知情况后，立刻通过香洲区义
工联，为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们提供7200瓶纯悦包
装饮用水和淳茶舍原味茶饮料。

在了解到部分社区防疫宣传物
资紧缺时，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
公司立即响应，为阳光花园、康怡花
园、南村新苑等十余个小区陆续提
供了帐篷、遮阳伞等物资，为小区开
展防疫宣传工作“保驾护航”。

据悉，截至目前，可口可乐中国
系统已捐赠625万人民币；可口可
乐基金会累计捐赠了50万美元和
50万美元的医用物资，用于支持抗
击疫情。此外，通过可口可乐中国

“净水24小时”行动，共捐助饮料及
饮用水超过110万瓶。

“向最美逆行者致敬！”
珠海可口可乐联手麦当劳为一线抗疫工作者提供暖心赠饮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志愿者在珠海机场义剪。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靳碧海

税收优惠政策落实要给力、“非
接触式”办税要添力、数据服务大局
要尽力、疫情防控工作要加力。随
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市税务局市、
区两级局党委班子和全体支部、党
员拧成一股绳，共同落实“四力”工
作目标，为抗疫联防联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为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市
税务局党委研究推出战“疫”助企20
条。“线下，市、区两级党委班子及党
员骨干组建起15支‘党员干部战疫
服务队’，深入300余户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企业，提供‘一企一事一策’点
对点服务，为重点税源、中小企业以
及旅游、餐饮等特殊困难企业复工复
产点亮‘绿灯’。”市税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线上，开通“战疫服务直通
车”，成立“综合业务保障先锋队”和

“公职律师法律先锋队”，面向全市
纳税人依法落实延期申报、延期纳
税缴费、减免税费等帮扶措施。

据介绍，全市税务系统基层党

支部和28个“先锋税务”工作室有效
运转，启动税收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发
生采购和市场“断片”困难企业提供信
息服务，尽全力推动珠海经济恢复健
康运行。另一方面，全力保障一线申
报征收高效运转，除推广“非接触式”
办税缴费服务，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对
外贸企业实行出口退税“一网通办，快
审快办”，成立“24小时在线答疑团”
助力海岛企业顺利复工，对个体工商
户定额调整、特殊受困企业按需供票
并免费快递，以纳税服务“最大便利”
推动经济运行“最大活力”。

“今年2月份，全市共办理税费业
务130791笔，其中网上办理占90%以
上，免费发票邮递配送5948户次，邮
递发票超61.8万份；12366服务热线
累计受理咨询8869件，接通率98%以
上，答复率100%。”该负责人介绍说。

值得一提的是，该局精准扶贫联
合党支部的两名驻村书记，除夕刚过
坚决“逆行”回村。一方面主动走访
排查村民2271户9638人次，协助对
18名疫情重点地区返乡人员实施最
快最严“隔离”；一方面指导村民在家
研究春耕增产，协调村民分批回厂，
并组织专业技术对口的村民支援用
工不足的珠海企业复工复产。村民
夸赞，有珠海驻村书记在，他们就有
信心脱贫致富。

市税务局筑牢“红色堡垒”
强力支持抗疫联防联控和经济运转回暖

本报讯 记者耿晓筠报道：建
设银行珠海分行积极响应人民银
行“专项再贷款”政策，精准施策，
采取“绿色通道 +优惠政策”服务
方案，仅用 1 天时间迅速完成
2000万元纯信用专项再贷款的审
批和投放，全力支持我市重点防
疫企业珠海红塔仁恒复工复产，
加强防疫物资生产金融支持。

据了解，珠海红塔仁恒属于
地方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该企业生产的高档涂布白卡纸是
各类医疗防护物资纸质外包装的
重要供货商。疫情发生后，该公
司积极配合国家和地方政府部
署，提前安排生产线复工，重点优
先确保满足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医
疗物资生产包装需求。

绿色通道紧急增援。自央行
发布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后，建设银
行珠海分行主动与企业相关人员
进行对接，在了解企业需求后，第
一时间向企业提供了包含利率差
别化等政策的金融服务方案。同
时，银行专属服务团队分头行动，
快速启动应急服务绿色通道，联系
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对接央

行再贷款专项资金，加班加点，限
时加急办理，在1天内完成材料申
报、取得审批批复，并成功向企业
发放2000万元专项再贷款。

精准支持解决企业燃眉之
急。贷款发放后，红塔仁恒有关负
责人将绣着“建行高效助企业银企
携手抗疫情”的锦旗送到建设银行
珠海分行，对银行快速、高效、优质
的“硬核”服务表示衷心感谢。

据悉，建设银行珠海分行通
过精准投放，运用央行“专项再贷
款”+政府财政“贷款贴息政策”的
优惠政策组合，针对疫情重点保
障企业给予相对应的利率优惠。
本笔央行定向再贷款的固定利率
仅为 2.05%（享受财政贴息 50%
政策后，企业实际贷款利率仅
1.025%），远低于市场水平，极大地
减轻了企业负担。目前，该行已
推出“战疫贷”、云义贷、抵押快贷
等专属金融产品面向各类抗疫一
线企业和实体经济企业，为符合
条件的企业提供发放快速、成本
低廉的资金，为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提
供强大的金融支持。

珠海建行“绿色通道+优惠政策”

一天“搞掂”专项再贷款
助力防疫重点企业

本报讯 记者宋显晖报道：“今
天已经过了面试和体检，明天就
正式上班。这里伙食好，住的地
方也好，反正一切就是很好的那
种……”3月4日，来自化州市那务
镇高坡村的贫困户小周打电话向
帮助他找到工作的驻村干部报平
安，并宣称即将成为珠海安联锐视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员工。

3月3日，高新区通过“免费专
车”从对口帮扶化州市11个贫困村
接到18名务工人员到区内企业应
聘，结果14人被安联锐视聘用，4人
进入珠海市智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高新区党委、管委会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对脱贫攻坚和企业
复工复产的影响，坚持疫情防控和
企业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要求
相关部门紧盯目标任务，采取有效
举措开展工作。为解决贫困户因疫
返贫、贫困人群务工难、企业招工难
等问题，主管扶贫工作的区社区局
迅速行动，依托高新区刚出台的《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高新
区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为驻

化州扶贫工作组与珠海各用工企业
“牵线搭桥”，开展“点对点”联络。
区社区局组织化州市11个驻村扶
贫工作组，通过微信群转发、村宣传
栏、电话沟通等方式，发布珠海企业
用工招聘信息，帮助有意向务工人
员填写投送求职简历。

高新区根据务工人员数量情
况，采取统一派车接送、报销路费等
方式，解决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题，并
协调中国移动珠海分公司为外来务
工人员免费提供内含30元话费的
号码卡一张，集中赠送价值50元毛
巾脸盆、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高
新区一系列的爱心暖心举措让贫困
户感动不已，在表达对高新区感谢
的同时，都表态将努力工作，争取幸
福生活。

据了解，截至目前，高新区驻化
州市11个驻村第一书记动员有劳
动能力贫困户共259人，其中63人
已达成务工意向、25人投送了简
历。接下来，珠海高新区驻化州扶
贫工作组将继续发动贫困村贫困人
员和村民到珠海就业。

解就业难题 助企业复产
高新区免费专车接贫困户进城务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