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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志愿者陈超：

奉献的人生最快乐
观海 APP

珠海特区报微信

市商务局举办输澳劳务政策现场宣传咨询活动
□本报记者 许晖
“您好！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这
是垃圾分类宣传单，请您了解一下。”
近日，陈超顶着烈日在香洲区狮山街
道南美社区向居民派发垃圾分类宣传
单。不知不觉，今年已是陈超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的第 5 个年头。5 年里，他
作为香洲区狮山街道南美社区义工服
务队、香洲区狮山街道南美社区防汛
抢险队等志愿者组织的一员，利用工
作之余的休息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各
种志愿服务活动中。
陈超既是一名活跃在多个志愿者
组织中的热心人，
也是茂盛围边检站执
勤五队的一名警务辅助人员。在跨境
工业区专用口岸执勤现场，
他一丝不苟
地检查每台出入境车辆，
尽职尽责地巡
查口岸限定区域，夏日顶着骄阳，
冬天
迎着寒风，
与茂盛围边检站民警一道服
务旅客、
维护安全。经常在这里过关的
司机小李称赞：
“他动作敏捷，
每次查验
车辆时动作专业规范，
效率很高。
”
“趁我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就
多做点，辛苦一点也开心。”陈超说。
2016 年 5 月，听说珠海市大病医疗报
销存在资金缺口，虽然自己收入微薄，
但是他瞒着家人义无反顾地捐款
5000 元。事后有人说他“自己薪水那
么低，还一下捐那么多”，他回答：
“略

提醒赴澳务工人员小心黑中介

陈超时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
尽绵薄之力而已。每次帮助别人的时
候，我都感到很快乐。”2017 年 8 月，
台风“天鸽”正面登陆珠海，狂风暴雨
之后，一眼望去满街凌乱，
陈超二话不
说，拿起自费购买的工具，
与其他社区
志愿者一道清理社区里倒下的大树。
忙碌了数小时之后，他没顾得上休息
片刻，又上门为孤寡老人送食物，
帮他
们更换被台风打碎的玻璃。

本报记者 程霖 通讯员 于新鹏 摄

2019 年 12 月，陈超联合香
洲区十几名登山爱好者来到香港
大屿山，自带环保袋捡拾山上的
垃圾，引起多家香港媒体的关注
和报道。今年 8 月，台风“海高
斯”吹倒了珠海一些主干道和小
区内的树木，陈超又号召几名志
愿者一起清理倒下的树木。他开
玩笑地说：
“ 每当台风来临，我们

就是戴着安全帽的
‘光头强’
。不
过我们砍树不是破坏环境，而是
在为城市建设贡献微薄力量。”
得知今年要开展人口普查工
作后，
陈超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入户
普查工作，
经层层审核已顺利取得
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
“两员”
资
格。接下来，
陈超将利用业余时间
投入紧张的普查工作当中。

我市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着手开展各区治理与修复成效综合评估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
2020年
是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的收官
之年。记者 9 月 15 日从市生态环境局
获悉，
按照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
（又称
“土十条”
）和国家土壤污染
防治攻坚战考核规定要求，我市将委
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各区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成效综合评估，编制完成全市
综合评估报告，主要结论将向社会公
开。目前，
该评估项目正在招标中。
据了解，与早已展开的空气和水
污染治理相比，我国土壤治污起步较
晚。为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
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2016 年 5 月
28 日，
国务院印发实施了《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从开展土壤污染调
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开展
污染治理与修复等10个方面下达
了
“硬任务”
。
为准确掌握我市各区“土十
条”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此次评估
将参照 2017 年环保部印发的《土
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成效技术评估
指南（试行）》具体要求开展，
将对
香洲区（含横琴、
高新、
万山、
保税
四个功能区）、斗门区（含富山功

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来，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联合高新
区综治局针对辖区内列入清单的 35
家重点工地开展排查工作。执法人员
逐一检查场内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
记、尾气排放等情况，督促建设单位落
实守法主体责任，并协助查处建筑施
工扬尘污染行为。
与此同时，
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
大力推进精准治污，
落实汽车销售业专
项检查。9月上旬，
根据省厅工作要求，
该分局执法人员前往机动车生产销售

企业开展了监督检查。在机动车
专家提供的技术帮扶下，
严格对照
污染控制技术信息及环保信息公
开情况，对新车的污染物控制装
置，
随车清单及环保信息标签进行
详尽核实。
为更加及时准确地掌握高新
区 VOCs（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情
况，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从第
三方机构引入大气环境移动监测
车，对辖区重点区域开展走航监

测，
通过系统实时数据分析，
快速
锁定污染源方位，
实现精准、高效
执法。走航动态监测技术进一步
推动了大气污染防治的闭环管
理，为后续开展溯源监管提供了
有力的科技支撑。
接下来，市生态环境局高新
分局将继续立足使命担当，凝心
聚力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
作，进一步推动高新区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

规途径务工，
避免上当受骗。
活动现场，共接待前来咨询有
关赴澳劳务相关知识和政策法律等
信息的人员 1000 余名，发放最新
《赴澳工作手册》
《赴澳门外地雇员
基本权利及义务必读》等宣传资料
1500 余份，并安排工作人员接受市
民咨询，现场讲解输澳劳务相关政
策。
“违规中介常常打着提供澳门
劳务信息的幌子，收取赴澳务工人
员高额费用，损害赴澳务工人员的
合法权益。目前，我市仅有珠海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珠海对外经
济劳务合作有限公司具有国家商务
部批准的内地输澳劳务经营资质，
为输澳务工人员提供招聘信息发
布、派出前培训、证件办理等合法服
务。
”
市商务局经济合作科科长温晓
敏表示，希望广大赴澳务工人员提
高识辨能力，去澳门务工一定要找
有资质的公司办理，保障自己合法
权益。
据介绍，为多种形式宣传输澳
劳务政策，市商务局从今年 6 月起
至年底，每月在公交站设户外广告
宣传牌，
进行输澳劳务政策宣传，
帮
助赴澳务工人员保障自身权益。

我市开展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培训

现场演练疏散救援等应急处置

能区）、金湾区（含高栏功能区）三
个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成效情
况进行综合评估，按照要求分别
编制三个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成效报告，评估结果供市及有关
部门决策参考，并督促各区及时
改进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措施。
该评估项目的实施，对切实加强
珠海市土壤污染防治，
推动
“十四
五”土壤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具
有重要意义。

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加强大气污染源头管控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
2020年
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年，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是重中之重。为
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源头管控，切实
破解防治工作中的堵点、
难点，
近期，
市
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立足辖区实际，
依托科技手段，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多
项大气污染防治监管工作，为打赢蓝
天保卫战提供坚实有力的执法保障。
非道路移动机械治理是做好夏秋
季臭氧污染防控的重要环节。入夏以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
记者从
市商务局获悉，为帮助有意赴澳务工
人员提高辨识能力，指导他们选择合
法渠道和正规外派劳务机构，避免权
益 受 损 ，近 日 该 局 联 合 多 部 门 举 办
“2020 年输澳劳务政策现场宣传咨询
活动”，取得良好反响。据了解，截至
今年 7 月，我市输澳劳务在外人员合
计 27520 人 ，劳 务 人 员 收 入 总 额
1.6135 亿美元。
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及口岸通关政策调整，我市赴澳务
工人员大幅减少。自 8 月 12 日起，珠
海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恢复办
理珠海市居民（含居住证持有人，下
同）赴澳门旅游签注；8 月 26 日起广
东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恢复办
理广东省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在内
地与澳门疫情形势继续总体向好的前
提下，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将于 9 月 23 日起恢复办理内地居民
赴澳门旅游签注。
在政策全面放宽背景下，市商务
局近日联合市市场监管局、香洲区商
务局、拱北街道办及市外经协会等单
位，举办“2020 年输澳劳务政策现场
宣传咨询活动”
，
通过现场咨询和派发
宣传资料等方式，引导务工人员循正

旅游行业
消防突发事故
应急处置演练
现场。
本报记者
朱习
通讯员
梁有才 摄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
一家餐
厅突发火情，浓烟四起，约 200 名食客
在工作人员指引下紧急疏散，
其中一名
食客吸入浓烟不适，
被消防员抬离现场
……这一幕是2020年珠海市旅游行业
安全生产知识培训活动上的消防突发
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场景。9月15日，
市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召集全市星级酒
店、
景区景点、
旅行社等，
在珠海度假村
酒店开展旅游安全生产知识培训暨消
防突发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
共 100
多名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参加。
培训以企业安全生产为落脚点，
从安全事故实例分析、日常用电安全
隐患、企业人员必备的消防安全意识
等方面展开，告诫各企业要落实主体
责任、提高安全知识相关素养，
确保安

全生产持续有序运行，促进我市旅
游业安全平稳发展。
培训要求，各相关企业要提高
认识，切实增强做好旅游安全工作
责任感，
始终牢记
“没有安全就没有
旅游”
。强化重点领域整治，
着力防
范旅游客运安全事故，加强景区旅
游高峰期客流管控，强化高风险项
目的安全监管，加强星级饭店的安
全管理，筑牢行业消防安全防线。
同时，旅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各旅
游企业组织开展安全检查情况进行
督查，好的要表扬，差的要通报批
评，
违法违规的要严肃处理。
此次培训邀请了市消防支队教
官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和事故防范的
辅导，
并派发了安全生产宣传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