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金湾区三灶镇中心村居家养老服务站举行了“银龄乐活”老年大
学秋季班开学典礼。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日前，
金湾区三灶镇中心村居家养老服务
站举行了“银龄乐活”老年大学秋季
班开学典礼，60多名银发长者怀着
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开学典
礼，开启“求学”的新征程。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开学典礼上，老年大学“名誉校
长”作了动员讲话，一番热情洋溢
的言辞让在场的学员们对新学期
老年大学的学习生活充满了信心
和期待。接着，工作人员介绍了
本学期设置包括非洲鼓班、太极
班、美食班、健康管理班等九门课
程，教学内容将把“学、乐、为”相

结合，既体现知识性，又充满娱乐
性。现场工作人员还为部分身怀
才艺、热心公益的长者颁发了“课
程老师聘书”。

在开学典礼汇演环节，长者文
艺社团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轮番
上演，席间，长者的欢笑声、掌声此
起彼伏，绕梁不绝。

据了解，中心村老年大学以“趣
缘式”康娱互助养老作为办学理念，
通过多元化的课程体验，办好家门
口的老年大学，满足长者多层次的
文化娱乐需求，努力将老年大学打
造成“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的新阵地。

学无止境 活到老学到老
60多位金湾长者踏上“求学”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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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区”
“人防+物防+技防”结合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大病不出区 小病不出镇
金湾区初步建成“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

每天早上6时，位于红旗镇小
林片区、占地近万平方米的珠海西
部食品公司肉联厂内，就会迎来浩
浩荡荡的“猪牛羊大军”。机器扫描
检测、送样出公告……10多名检验
检疫工作人员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
的时刻。

该肉联厂是珠海市现有三个省
级定点屠宰企业之一，也是珠海菜
篮子工程重点项目。2018年，金湾
区投入近300万元、企业自筹资金
600万元对该厂进行污水处理设
备、设施进行升级，使该厂每日单班
生猪屠宰量能力达到500-600头，
单班屠宰羊的能力200头，屠宰牛
的能力20头，能满足金湾区和高栏
港区居民的生活需求。

这里的每一道关卡，都事关居
民健康。“以一头猪 200斤、人均消
费 2两肉来计算，真是‘一猪生病，
千人遭殃’。生猪检验检疫，不能出
任何差池。”金湾区农业农村和水
务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甘
炯城说。

以生猪为代表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是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
关城乡居民的健康、农民增收、农业
产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为此，
金湾区在常设12名工作人员驻场检
验检疫之外，还着力加强“技防”水
平，去年投入600万元建设金湾区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该实验室获得广东
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成为珠海市第一家获得种植、养
殖业综合检验检测能力“双认证”
的区级实验室。

驻厂检疫组从生猪进场到肉品
出场，经过非洲猪瘟、瘦肉精、寄生
虫等8项检测。工作人员对生猪采
样后，90分钟内就可以确定受检生
猪的安全状况，实现了生猪屠宰全
过程的同步检验检疫，保证了市民
餐桌上的肉品安全。

“驻厂检疫组对每头生猪从头、
躯干、内脏、血液、蹄等8大环节对
寄生虫、非洲猪瘟、瘦肉精等项目进
行检验检疫。尤其是对重大动物疫
病检疫，我们坚持每头生猪必检，每
年检疫出30多吨病害肉，并及时进
行无害化处理。”甘炯城说。

据了解，不仅是生猪检验检疫
任务繁重，金湾区还有果蔬种植户
1314户，种植面积1.46万亩；水产
养殖户1158户，围内面积2.89万
亩。食品监管领域点多面广，如何
准确快速监测，成为了监管部门面
临的难题。而金湾区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实验室（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正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优
解”，通过实验室监测，能够快速生
成问题食品检测报告，并指导进行
无害化处理。

通过从源头抓食品安全，金湾
区打造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
监管体系，全面提升了农产品质量
检测服务能力与水平，维护了广大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把控食品安全源头 打造全链条监管体系

2018 年，金湾区全
面启动省级食品安全示
范区创建工作，成为我市
唯一创建省级食品安全
示范区的行政区。结合
创建工作，金湾区委、区
政府采取“一票否决制”，
切实保障全区数十万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

创建工作以来，金湾
区抓源头、补短板，在农
村家宴监管常态化、智慧
化农贸市场、构建农产品
快检体系、推进校园食品
安全提升等领域持续发
力，通过“人防+物防+技
防”三防结合，打造涵盖
生产、流通、消费、追溯全
环节，从“农田到餐桌”的
全链条监管体系，走出了
具有金湾特色的食品安
全监管“新路子”。

采写：本报记者 何进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珠海首
条观光巴士专线“情侣路-印象珠海”
将于国庆节前正式开行，这是近期珠
海媒体关注的热点。然而，鲜为人知
的是，该观光巴士是由珠海金湾的本
地汽车制造企业银隆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据悉，作为珠海市首批
新能源双层观光巴士，银隆新能源双
层巴士串联珠海多个标志性景点，开
启城市观光“高视点”。

与传统公交车不同的是，此批
银隆新能源双层巴士主要用于旅游
观光。该车辆采用双层结构，布局
合理，大幅提升乘载能力，二层搭配
无敌全景天窗，开阔的视野让美景
尽收眼底，是旅游线路、主干路等线
路运营的理想选择。与此同时，在
该车内，整车5Gwifi覆盖，并设有
VR体验区，游客在车上即可“玩
转”珠海众多海岛，探索虚拟海底世
界。此外，该车车内搭载智能售卖

机、纪念品及地方特产等物品展示
柜，提供充电宝服务，改变旅游大巴
单一的运输功能，开启旅游观光车
新模式，为游客提供精准化、人文化
的服务，让旅客享受到最贴心周到
的服务。

据了解，在 2018 年 10 月 23
日，银隆新能源双层巴士获中央电
视台青睐，承担直播重任，共同见证
国家重大历史时刻。在持续两个小
时的直播过程中，央视主持人和嘉
宾坐在银隆双层巴士上畅聊港珠澳
大桥，车辆运行安全平稳、直播信号
良好、收音效果清晰、采访画面完
美。根据计划，接下来银隆将以5G
智能网联技术实现创意旅游新风
尚，致力于满足游客出行的需求，提
升城市形象，为珠海乃至粤港澳大
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交
通保障，也为更多地区的旅游业创
新发展提供新方案。

珠海首条双层观光巴士专线“金湾造”

为城市观光贡献金湾力量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9月7
日-12日，在团金湾区委指导下，红
旗镇青年之家（亲青汇）联合区志愿
者联合会在西城社区社会服务站、
沙脊村文化活动中心为社（村）居青
少年开展为期6天的“护航成长”青
少年防性侵自护教育课堂，加强青
少年权益维护工作，提高青少年的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据悉，活动邀请了善解童贞珠
海站专业讲师梁锦笑首次走入社
（村）居为50余名青少年和家长讲
授青少年性健康保护公开课。活动
通过直观形象的图片、通俗易懂的
语言、情景模拟及绘画、闯迷宫等寓

教于乐的形式从“认识我们的身体”
到“保护自己身体隐私”等方面，给
青少年传授自我保护安全知识，最
后从视觉、言语、触碰、独处及约束
五个警报引导青少年如何自我保
护，现场的青少年热情参与互动，家
长们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根据计划，主办方后期将继续
邀请性健康教育公益讲师团队走进
各学校及村居，开展青少年权益维
护性健康教育安全保护知识课堂，
帮助青少年建构身体界限，提高青
少年自我防范能力，为辖区青少年
们安全、健康、快乐地成长奠定良好
的基础。

金湾开展青少年性健康自护教育课堂

提高青少年自我防范能力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记者从
日前召开的金湾区政协“完善区域
医疗体系，增强公共卫生安全专题
暨重点提案”协商活动中获悉，目
前，金湾区已建成医疗卫生机构83
个，其中公立14个、民营69个，已
基本形成以区级医院为龙头，区、
镇、村三级网络齐全，覆盖全体城乡
居民的医疗服务体系，初步建成

“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居民就
诊“大病不出区，小病不出镇”的分
级诊疗机制基本建立。

据了解，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
保障方面，金湾区已建有24家健康
小屋，其中红旗镇14家、三灶镇10
家，每家均有医务人员进驻，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等工作均由镇卫生院与
站点开展。

协商活动中，金湾区政协还提
出要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强弱
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

全区域医疗体系。金湾区政协委员
与三灶镇、红旗镇相关负责人，以及
金湾中心医院、三灶镇卫生院、红旗
镇卫生院等相关负责人，纷纷围绕
金湾区医疗体系和公共卫生安全建
设中存在的短板进行了协商发言。

接下来，金湾区将建设22个基
层社区规范化中医门诊，打造中医
药健康养生服务圈，实现社区中医
门诊全覆盖。在公共卫生安全体系
方面，金湾区已成立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金湾中心医院在今年年底前
将完成发热门诊建设并投入使用。
三灶镇卫生院哨点诊室已完成建设
并投入使用，红旗镇卫生院哨点诊
室预计9月底前完成。

此外，金湾区还将继续提高金
湾中心医院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能
力，在满足院内检测需求的基础上，
增加设备投入，加强检测人员培训，
逐步满足全区核酸检测需求。

作为群体性聚集区，校园食品
安全不容忽视。金湾区有大、中、小
学等院校70余所、在校师生数万
人。为保障在校师生食品安全，实
现校园食品安全智慧管理，金湾区
将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建
设工作列入2020年“十大民生实
事”。

“今年的金湾区政府工作报告
上，明确提出金湾区要创建省级食

品安全示范区。而倡导文明餐饮，实
现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全覆
盖更是被专门提起，体现了区委、区政
府对校园食品安全的重视。”邱丽琳
说。

去年，金湾区完成了800人以上
大型集体食堂和大型餐馆“互联网+
明厨亮灶”建设。今年8月，全区73
家学校食堂均已接入珠海市“互联
网+明厨亮灶”监管系统，完成建设全

覆盖。该系统实现了校园食品供应
各环节可查可追溯、食品安全信息
公开透明，形成学校食品安全管理
自查、校园后勤管理日常巡查、家委
会（代表）参与抽查、政府部门监督
检查全方位联动监督制度体系，保
障校园食品安全。

不仅如此，金湾区政府还将“保
障校园食品安全，建设校园食品快
速检验实验室”项目列为2020年度

民生实事项目。接下来，金湾区将
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学建立食品快
速检验实验室，实验室内配备多功
能食品检测一体机、智能农药残留
快速分析仪等常用食品快检仪器设
备。对瓜果蔬菜、水产品、肉类等食
品的农药残留、瘦肉精、黄曲霉毒素
等20多种项目快速检测，10分钟
内可出结果，以有效保障在校师生
的饮食安全。

“互联网+明厨亮灶”实现校园食品安全智慧管理

农村一直是食品安全监管的薄
弱环节。每逢婚丧嫁娶，村民办家
宴，聚餐人数多，如食品质量出问
题，极易造成集体性食物中毒。

为补齐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短
板，金湾区以农村家宴为突破口，建
立监管长效机制，制定《金湾区农村
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方案》，充分
发挥村居兼职食品安全协管员“千
里眼、顺风耳”作用，对农村家宴实
行全程监督。

“每逢村居要举办家宴，我们通
过村居兼职协管员对家宴进行信息
登记、菜单审核。家宴当天，监管人
员会驾驶食品检测车来到现场，对
餐厨重点环节、食材进行抽检，为农

村家宴安全保驾护航。村民们对于农
村家宴的食品安全保障，也经历了不
理解、不配合到主动提前报备请求保
障、对检测发现不合格的食材积极配
合撤换的过程。”金湾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邱丽琳说。

据了解，金湾区是我市唯一实现
农村家宴监管的行政区，并且已将该
项举措形成常态化。2019年，金湾区
开展农村家宴保障96次，快检食材
912批次，检出不合格食材20批次并
及时销毁，保障了村居群众的饮食安
全。

除了农村家宴外，农贸市场同样
是食品安全的监管重点。

9月 14 日，记者走进人声鼎沸

的广安市场，浓郁的生活气息扑
面而来。市场内商铺林立、货架
上商品琳琅满目、顾客与商贩讨
价还价，电子大屏上滚动播放着
各档口的食品信息……去年，金
湾区投入880万元，对辖区内广安
市场和海澄市场进行了智慧化升
级改造。如今，市场内安装了实
时交易数据显示平台，功能包括
一店一码、一品一码、追溯查询、
即时通告等10余项功能。这些信
息都通过信息化软件在市场上方
的电子大屏上实时发布。顾客不
仅可以查询到商家资质，还可以
查询商品的来源地、农残检测情
况，还有小票溯源。

除农贸市场智慧升级改造外，
金湾区还把区内10个农贸市场和
3家大型超市纳入农产品快检体
系，全年无休进行快检，检测结果公
示在市场的显示大屏上。顾客还可
用手机扫描每个档口悬挂的“二维
码”，即可了解全部信息。

“去年我们投入300万元购入
了液质联用仪设备，对水产品、肉制
品、畜禽产品进行多项检测，其中，
瘦肉精检测30分钟内可以出结果，
而果蔬检测结果只要3分钟。”邱丽
琳说。据了解，2020年共开展快检
33797次，合格率达98.2%，销毁不
合格农产品804公斤，助力居民买
到“放心菜”。

常态化监管结合现代化手段 保障群众饮食安全

海澄村健康小屋。

监管人员为农村家宴安全保驾护航，对餐厨重点环节、食材进行抽检。

小林农贸市场，居民在购买猪肉。 工作人员为市民提供的食品进行快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