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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珠海的“北大门”，珠海高新
区互通互联的交通格局、频密的人员
往来，社区、园区、校区防疫任务艰巨，
多重防疫挑战考验城市治理水平。

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统筹
双胜利”这一大战大考中，珠海高新区
从现代科技中探索更多有效疫情防控
思路，利用“智慧高新”建设成果，创新
科技应用手段，进行科学高效防控，大
数据、防疫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船等
“硬核”高科技齐上阵，彰显“硬核”科
技实力，为战“疫”注入“高新”力量，助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以来，科研攻关就在与疫情赛跑。疫
情期间，越来越多集成高新技术的产
品成为战胜疫情的“利刃”，在医疗救
治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珠海高新技
术企业紧密结合目前疫情防控任务需
求，提供智慧化产品解决方案，以5G、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一大
批前沿性新技术开始应用。

□本报记者 宋雪梅

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不断优化疫情防控举措，是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关键一环。疫情防控有精度更有温度，不仅是当前疫情防控的
需要，更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高新区疫情形势因地施策，推动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切实发挥效应，紧盯疫情形势变化和群众呼声，不断提升
疫情防控水平，让群众更加安心放心，让疫情下的这个春天充满温暖。

老人“家门口”就能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有效的预防手段，能有效降低疫情
再传播风险，预防住院和重症，显著降低病死率。尤其是老年人疫苗接
种工作，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新区高度重视老
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全面有力压实成员单位责任，确保各部门、各行
业主管单位责任落细落实。

核实接种人员信息、加强宣传引导、开辟绿色通道、老人优先接种、
提供贴心服务……自启动60岁及以上老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以来，高
新区充分考虑老人需求，在疫苗接种服务上“下足功夫”，通过用“心”服
务，助力60岁及以上老人放心、安心、省心接种疫苗。

为全面掌握辖区60岁及以上老人的疫苗接种情况，高新区通过广泛
发动宣传和精心摸底调查，全力推进60岁及以上人员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构筑全人群免疫屏障，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3月18日起，高新区组织基层医疗机构及各社区，对60岁及以上人群
未接种新冠疫苗第一针人员名单逐一电话核实情况，工作人员对接种一
针、二针、三针以及有禁忌症的人员进行分类登记，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高新区一方面依托各单位、各社区宣传工作平台，通过大喇叭巡回播
放、微信工作群和朋友圈转发宣传、入户动员等方式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从
3月23日开始给首次接种新冠疫苗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血压计，积
极营造老年人接种氛围。另一方面，采取“一对一”宣传的方式，对新冠疫
苗接种的科学知识以及相关政策进行讲解，打消了部分患有糖尿病、高血
压等基础病的老年人的顾虑，极大地提高了老年群体接种疫苗的积极性。

同时提供贴心服务，在高新区人民医院成人接种门诊及后环社区卫
生服务站常设接种点，提供老年人疫苗接种绿色通道，集中力量提供优
质便捷的接种服务。

根据前期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群体摸排情况，高新区组织疫苗接种队
伍前移服务，到各个社区设立疫苗接种点，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接
种疫苗，打通老年人疫苗接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截至 3月 27日，高新区 60岁及以上老年人累计接种第一剂次
11251人，接种第一剂次覆盖率85.68%，完成全程接种10281人。

下一步，高新区将继续全力推进老年人疫苗接种工作，为老年人提
供疫苗接种便利服务，加快实现“应接尽接”目标，为战胜疫情筑起免疫
安全屏障。

“铲屎官”们带宠物隔离

疫情之下，面临挑战的不止有人类，还有宠物。“我隔离了，我的狗狗
怎么办？”转运现场，面对需要转运居民提出的问题，唐家湾镇第一时间
沟通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开辟“绿色通道”，调配一辆大巴车作为“宠
物专车”，将有需求的“铲屎官”和他们的宠物一同转运至隔离酒店。

“凌晨4点被转运隔离，心惊胆战怕两个崽带不走，孩子们在‘新家’
适应得很好，真心感谢防疫部门的帮助，我会全力配合‘大白’工作！”网
友“kylie就是我”作为多名被转运的“铲屎官”中的一员，将自己的真实
感受发布在了网络平台，“带宠隔离”的举措得到了网友好评。

此外，对于不愿带宠物转运的部分居民，以及工作人员在“扫楼”过程
中发现宠物留守家中的已集中隔离的居民，唐家湾镇公共服务办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添加他们微信，告知对方有照顾宠物的需求，可安排工作人员提
供上门喂养和清理服务。

医疗保障热线随call随应

封控管控区内，居民因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就医就诊，医疗服务保障
尤其重要。在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唐家湾镇开通医疗
保障热线电话，安排专人24小时提供服务，确保及时解决每一位居民的
医疗需求。

在星湾社区封管控区内，金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排了一支10人的
医疗队伍24小时值班，这支医疗队伍配备儿科医生、心血管医生、中医、
全科医生以及护士等不同岗位的医护人员，保障近2300名居民和工作人
员的身心健康。从一般人群到慢性病患者、孕产妇、肿瘤患者等重点人
群，从健康监测、核酸采样、配药开药、上门巡诊、远程会诊，到紧急转诊、
电话随访，他们都“一肩扛”，有效保障了封管控区居民的健康需求。

此外，唐家湾镇协调各部门、各社区为星湾社区、东岸社区封控区、
管控区338户741人，以及全镇居家隔离人员94户213人，通过上门送
菜、送药、送快递的形式，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物资供给。

关爱特殊群体 用爱筑牢屏障
高新区疫情防控有精度更有温度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3月26日，高新区星湾社区党委为管控区
内60岁以上长者、12岁以下儿童及在管控期间过生日的居民送上抗疫

“定制暖心包”，并附上“我们和您在一起”爱心卡，简单温暖又有力量，彰
显城市文明度，体现社区温度，让居民感受到“隔离不隔爱·温暖一直在”。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自3月14日23时起，高新区在唐家湾镇星湾社区部分区域划定封控
区、管控区、防范区。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同时，星湾社区党
委为进一步加强管控期间的服务，通过对长者、儿童等人群的摸排，为他
们定制了一批爱心礼物，并附上“我们和您在一起”爱心卡，让居民感觉

“很暖”。
根据居民年龄特点，星湾社区党委特别准备了定制杯子，每个杯子

上都刻上了居民的姓名，并精心挑选了新鲜的水果、儿童玩具等分别送
给60岁以上长者、12岁以下小朋友。“您好，这是送给您的礼物和鲜花，
感谢你们在隔离期间的理解和支持，向日葵象征阳光，希望给你们带来
春天的色彩和温暖。”“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社区一直把我们放在心
上，特殊时期有你们的关心，我们宅在家很舒心。”双向的理解和支持，是
同心抗疫最大的激励与动力。

星湾社区党委在此次送温暖行动中还为过生日的居民朋友送上精美
的蛋糕和生日祝福，让居民朋友在特殊时期过特别的生日。刚好过生日
的肖叔叔连连道谢：“太惊喜了，太感谢了，我们在家吃得好，休息得好，一
切问题都有工作人员帮忙，只希望疫情早日过去，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本报记者 宋雪梅

高新区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坚持把
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和重要政治任务
来抓，结合当前防控形势，采用“五大战
术”切实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和舆论引导
工作，奏响了疫情防控“最强音”，筑牢了
联防联控“主体墙”，进一步增强了疫情
防控能力。

充分用好“一张图”

率先构建启用全区疫情信息和数
据“一张图”，为疫情防控指挥提供数
据化、可视化支撑，助力高效防疫。充
分发挥辖区科技企业资源，利用数字
高新智慧视觉、物联感知、时空信息三
个平台，绘制更新社区围合管理、管控
中及管控解除区域地图，叠加交通枢
纽、围合管理区域、核酸检测点、人员
密集重点场所等公共视频图层，统筹
整合防疫数据池关键指标上屏，实时
汇聚辖区内人口流动、行车分析、封控
楼栋、集中隔离场所等要素信息，在全
市率先打造疫情防控“一张图”专题。
科学布点，“云”监控辖区18个社区的
值守卡点、核酸检测点等重点部位，一
次性完成筛选排查、分类、统计等流
程。陆续迭代“疫情预警”应用，通过

“互联网+大数据”运用平台，对防疫信
息实时监控，形成全环节、全流程、全
要素信息“闭环”。

充分用好“一码通”

高新区充分利用粤康码“防疫工作
台”中“场所码”功能，构建上下高效贯
通、前后衔接顺畅的“一码通”转运工作
体系。完善“受理、核查、流转、隔离、核
酸、反馈、监督”七个步骤闭环管理，按照

“一张流程图、两种机制（平战结合）、三
个工作台、四个核心单位”全流程实现数
据共享和数据交换。

全面开展“场所码”推广应用，引导、
监督扫码入场，切实做到“人过留痕，不

漏一人”，确保全民覆盖“码”上打卡；夯
实“亮码扫码”疫情防控工作，通过信息
化、数字化技术加快“码”上排查；为重点
场所生成专有“场所码”，结合数字高新

“一网统管”系统基础数据，实现“码”上
溯源，助力人员流动复杂场所疫情精准
防控；充分运用“健康码+自助测温”做到
无人化值守，将传统“人防”转型升级为
科技“智防”，加快实现“码”上减负。

严密构筑“一张网”

高新区充分利用数字高新时空信

息平台，动态绘制更新维护围合区域地
图，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居民集中居住
区、公共场所等实施严格“围合管理”；加
强视频监控与网格化管理系统的业务协
同，在便民核酸检测点、围合管理区域值
守卡点、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场所主要
出入口全方位视频监控；运用智慧视觉、
人工智能算法筛选出人流量较大及存在
风险隐患的值守卡点，利用无人机高空
作业、应急指挥车移动云台与地面防控
人员共同开展“空地一体”疫情防控巡
查，织密筑牢围合管理“一张网”，为疫情
防控数据采集、精准布控、科学研判等提
供科技支撑。

灵活用好“一个班”

抽调 375名工作人员设立民生保
障服务电话专班，24小时接听回应群
众诉求。同时，加强培训，让电话专班
人员能迅速转换成为疫情防控宣传
员、电话流调话务员、电话服务接线员
等多重角色，随时支援全区涉疫电话
服务需要。

切实管好“一扇门”

推广使用防疫巡检机器人，利用热
成像技术、人脸识别技术，在重点场所、
企业园区进行消毒、测温、实时精准监
测口罩佩戴实况；为居家隔离人员安装

“智能封条”，实现24小时智能监测，异
常情况即时警报。

奏响疫情防控“最强音”筑牢联防联控“主体墙”

高新疫情防控阻击战“战术”解码

高新区星湾社区为管控区居民

送上“定制暖心包”

隔离不隔爱 彰显社区温度

星湾社区居家隔离人员突发腹痛，医护人员立刻上门为其检查。
本报记者 吴长赋 通讯员 刘恺欣 摄

艾伽盾智慧消毒机器人消毒效率超高，消毒1000平方米只需耗时6分钟，可取代传统消毒繁琐的人工擦拭。

高新区率先启用疫情信息和数据“一张图”，为疫情防控指挥提供数据化、可
视化支撑，助力高效防疫。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随着新冠疫情的变化以及相关药
物的全球试验研发，新冠产业链正在急
剧扩大。作为珠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集聚地，从药物研发到高端医疗装备，
珠海高新区众多科技企业在这场科技
战“疫”攻坚战中大展身手。

普米斯生物技术（珠海）有限公司在
疫情暴发之初，迅速启动抗新冠疫苗的
研发进程，现已完成抗体细胞株开发，目
前正在根据奥密克戎变异株调整抗体结
构，并送至牛津大学做病毒攻击实验。

珠海赛乐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10天内研发出新冠试剂盒并迅速组

织生产，试剂盒已通过CE认证，并取得
美国FDA-EUA授权，公司产品走向
欧盟和美国市场并实现规模销售。

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和运营的“珠海一号”遥感
微纳卫星星座，执行涉疫地区的监测拍
摄任务，不间断进行光谱数据的收集，
为防疫抗疫决策提供依据；自主研制红
外测温仪，推出可替代传统手持式测温
仪的“红外热成像人体快速测温系统”，
实现远距离、大面积的快速体温筛查，
并可以对历史检测数据回溯，目前该项
应用已全面推向市场并广泛应用。

岭南大数据研究院充分发挥科技
优势，依托数字政府“一网统管”快速
更新迭代疫情预警“一张图”，设置疫
情管控、生产生活、风险分析等板块，
打造管控区域、围合管理、双反巡防等
专题图层，夯实数字化疫情防控指挥
体系，精准筑牢疫情防控“防护网”。

战“疫”一线活跃着的珠海高新科
技力量助力疫情防控扎实推进，让人印
象深刻，这离不开珠海高新区多年来的
产业发展布局。2021年，面对新形势、
新机遇、新挑战，高新区在“稳”字上下
功夫，做强做优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产

业，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70亿元，同比
增速21.9%，产业规模再创新高，在全
区工业增加值中贡献率最大，占比高达
55.9%。深耕产业沃土，珠海高新区目
前已集聚近100家生物医药和医疗器
械企业，其中规上企业28家，占全市生
物医药产业规上企业数量的32.1%，成
为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市场主体集聚度
最高的区域之一。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接下来
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珠海高新区企业
将继续以科技力量助力战“疫”一线，展
现高新力量、彰显企业作为。

智能机器人是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的得力助手。在本轮疫情防控中，
高新区企业艾伽盾健康科技（珠海）有
限公司主动请战，为高新区人民提供健
康保障，其自主研发的智慧消毒机器人
对合计50万平方米的23个重点防疫
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杀。

据介绍，由于艾伽盾智慧消毒机器
人可实现实时静音空气消杀，防疫重要
区域无需人员撤离，即可实现自主消
毒、自动巡航和实时空气消毒，在保障
防疫人员与被检人员安全的同时，避免
公共区域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据艾伽盾健康科技（珠海）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陈柏霖介绍，艾伽盾智慧消
毒机器人消毒效率超高，消毒1000平

方米只需耗时6分钟，可取代传统消毒
繁琐的人工擦拭。智慧消毒机器人的
智能化与自动化的运作方式，快速融入
了港湾一号的办公区域以及珠海高新
区数字高新指挥中心日常工作当中，并
获得了一致好评。

“智慧消毒机器人只是载体，我们
公司的核心产品是艾伽盾清氧媒。”据
艾伽盾健康科技董事长张琦臻介绍，艾
伽盾清氧媒是公司自主研发的由多种
天然原料提取物配制的一种高效广谱
杀菌原剂，安全无毒，母婴可用，无刺
激 ，无 残 留 ，能 在 30 秒 内 杀 灭
99.9771%的新冠肺炎病毒，同时能分
解空气中的甲醛、TVOC空气污染物、
PM2.5等有害物质。

张琦臻透露，目前，艾伽盾科技已
成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官
方消杀产品及服务供应商，并已与中科
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中国航天等多家
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而艾伽盾智
慧消毒机器人也已完成研发，实现商品
化投产。

此外，不止AI人工智能，在珠海高
新区还有一些黑科技也走上了抗疫一
线，并切实解决了特殊场景的疫情防控
难题。在公共场所防控领域，紫燕科技
与数字高新全市首创采用无人机巡视
监控，并在辖区4个进出主要道路卡口
部署7套智慧视觉镜头，实时统计车流
数据，提高交通管控和车流疏导工作效
率。

在社区防控领域，旗云科技利用
AI算法和机器视觉边缘计算技术，开
发测试集健康码、身份证、行程码为一
体化的健康信息盒子，提升辖区70多
个社区类围合管理区域出入人员检查
的识别效率。

高新建投建立智能门磁防控系统，
为居家隔离人员安装1980套“智能封
条”，实现24小时智能监测，异常情况
即时警报。智能门磁防控系统是隔离
监管的“利器”，可远程管理、全天守护，
且超低功耗、反应迅捷，采用云平台集
中监控，能精准定位每个门磁的位置，
实时监控，分级分层管理，报警迅速，管
理人员可实时掌控信息，及时向居家隔
离人员提供服务和帮助。

高新科技服务增强全民战“疫”向心力

高新科技研发夯实高效抗疫支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