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形势复杂多变，住宿业常常要接待四面八方来客，如何进一步筑牢防疫墙，织密安全
网？记者从金湾区获悉，该区正对全区各业态住宿场所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将通过严格人员信息查
验、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惩处措施等多措并举，持续强化住宿业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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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近日，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官网发布《珠海市
2022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以下简称《供地计划》）。记者注意
到，在珠海今年拟供应的197宗国有
建设用地中，金湾区就达71宗，总面
积超506公顷。更值得一提的是，其
中超7成为工业用地。

《供地计划》显示，珠海今年拟供应
的197宗国有建设用地，涵盖二类居住
用地、商业用地+文化设施用地、市政道
路建设、教育用地等多种类型，出让方
式包括招拍挂出让、协议出让、划拨。

金湾区作为珠海工业版图的重要
组成部分，保障实体产业发展成为今
年供地发力重点。梳理《供地计划》不
难发现，新增用地向工业倾斜的特点
非常鲜明。在金湾区拟供应的71宗
国有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达33宗，
总面积超360公顷，占总供地面积的
7成还要多。

从供地宗数上看，仅次于工业用

地的为道路用地，共13宗，其中市政
道路8宗，城市道路5宗。此外，还有
港口用地、商业用地、教育用地、住宅

用地、文化设施用地、公园用地、保障
房等多种类型。值得注意的是，道路、
公园、文化设施和保障房等用地均为

划拨方式，将进一步优化和改善区域
的生活配套和民生服务。

从供地分布片区来看，工业用地
主要分布于珠海高栏港综合保税区、
定家湾工业区、新材料产业园、精细
化工区、装备制造区等区域。与此同
时，滨海商务区也将成为今年的“供
地大户”。根据《供地计划》，金湾区
拟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中，有8宗位
于滨海商务区，涵盖了商业、酒店、住
宅、邻里中心、学校、公交站场等多种
用地类型。

新增用地向工业倾斜，是金湾区
加快打造珠海“产业第一”主阵地的
生动写照。记者了解到，接下来，
金湾区还将实施低效工业用地整治
提升攻坚战，扎实开展闲置地处置，
实施3000亩“熟地”整备保障，为产
业发展腾挪更多空间。立足珠海发
展大局，扩大工业用地有效供给，金
湾区正加速迈向“工业大区”“工业
强区”。

金湾区加快打造“产业第一”主阵地
今年计划供地500多万平方米，超7成为工业用地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为进一
步提升广大妇女群众反家暴意识，3月
以来，红旗司法所组织全镇各村（居）法
律顾问，在小林村、三板村、广安社区、
藤山社区等地点开展反家暴普法宣传，
派发宣传资料600多份，受益群众达
500余人次。

在宣传讲座上，驻村（居）律师对家
庭暴力现状及类型、如何防范家庭暴
力、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内容进行了介
绍，并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和讲解，使
村（居）民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的相关法律法规，注意在家
庭生活中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实施家庭

暴力，同时对发现有家庭暴力行为要勇
于举报，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

其间，律师还就如何预防家庭暴
力、进行自我保护等问题提出了建议与
维权途径：一是可以拨打110，110有
反家庭暴力报警中心；二是拨打妇女维
权热线12338，会有专业人员前来进行
处理，利用专业手段解决家暴问题。此
外，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
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红旗司法所提醒
广大群众，制止家暴，人人有责，如果遭
遇家庭暴力，一定要勇敢说“不”，积极
寻求帮助。

向家庭暴力说“不”

红旗司法所开展反家暴普法宣传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为方便
市民进行核酸检测，4月4日，金湾区公
布了11处免费核酸采样点。

其中，三灶镇的免费核酸采样点
分别位于三灶镇伟民广场、海澄村委
会门前、金海岸华阳路驿站、西城社
区门口、定湾九路驿站。红旗镇的免
费核酸采样点位于红旗文体中心、小
林文体中心。南水镇的免费核酸采
样点位于南水文化中心广场、铁炉村

小广场。平沙镇的免费核酸采样点
位于美平市民艺术中心、平沙五一三
广场。上述核酸采样点的服务时间
为每日 8 时至 19 时，将持续至 5 月
31日。

此外，金湾区还公布了3处黄码核
酸采样点，分别位于广东省人民医院珠
海医院、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珠海市
人民医院高栏港医院，均提供24小时
服务。

金湾区公布11处免费核酸采样点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为进一
步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三灶镇近期
通过推广应用疫情防控“场所码”，不断
加强对出入商户人员信息登记和健康
信息核验，把好“入门关”。4月2日，三
灶社区组织71名志愿者走进辖区商户
中，宣传推广扫“场所码”。

填写信息、点击下载、打印……4
月2日，三灶镇伟民路上，一家商户的
经营者在志愿者的帮助下，顺利申领到

“场所码”并贴到了店门口。“只要扫这
个‘场所码’，进店人员的健康码也能看
到，又便捷又安全。”商户说道。

三灶镇三灶社区是老城区商户较
为集中的中心城区，自推广“场所码”以
来，社区工作人员发现不少商户由于店

面搬迁、转让等原因，在申领“场所码”
时，导致很多信息填写不准确，影响了
推广进度。为此，社区组织志愿者面对
面帮辖区内的商户申领“场所码”，并详
细解释“场所码”使用范围和防疫意义，
督促商户在申领后尽快张贴，引导入店
人员主动配合扫码“打卡”。

据悉，按“应登尽登”的原则，三灶
社区先前共排查登记商铺950家，其中
有场所码的318家。4月2日，在志愿
者的现场协助下，除未营业89家商户
外，其余 543 家商户均已申请“场所
码”，“场所码”完成率90.64%。同时，
志愿者还对特定场所张贴“健康申报
码”300张，形成了出门“扫一扫”“亮绿
码”的良好氛围。

推广“场所码”把好“入门关”
三灶镇持续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三灶社区组织志愿者走进辖区商户宣传推广扫“场所码”。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近日，
金湾区图书馆依托区政务服务“刷脸”
系统，读者在自助借还机绑定人脸、身
份证和读者证后即可实现“刷脸”借
书。同时，也可以实现在图书馆旁的市
民服务中心进行“刷脸”业务办理。据
悉，这也是广东省首个区级图书馆与区
级政务服务系统实现图书政务互联互
动的便民业务，实现“刷脸”借书办事
一站通。

曾经，到金湾区图书馆需凭读者证
才能办理借阅功能，后来一张身份证就
能替代，而后又实现了手机刷码登录借
书，再到现在，直接“刷脸”就可以借书
了。如今，只要将脸对着镜头，同时将
书也对着感应屏，几秒钟就能完成借阅
图书过程，还有效解决了读者忘带证
件、没有手机的问题。从传统的借阅模
式到“人脸识别”技术，读者不用再掏兜
找证，不用再单纯依赖手机，全新的数

字化技术体验更加展现了金湾区图书
馆的智能化、自动化、人性化暖心服务。

有读者可能会担忧，系统抓拍人脸
照片，个人信息会不会泄露呢？金湾区
图书馆有关负责人介绍，图书馆的“刷
脸”借阅功能依托区政务服务系统进
行，以物联网人脸采集设备为硬件基
础，以公安人脸验证接口为后台技术支
撑，有效保证了用户信息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刷脸”技术，
金湾区图书馆还通过数据对接区级政
务服务系统，实现政务系统（包括社保
服务、司法服务、不动产服务、公安业
务、民生服务、投资建设、企业经营等）
业务办理和图书借还的互联互通。只
要曾在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处录入过
人脸识别信息，到金湾区图书馆即可直
接“刷脸”借阅图书；或是已在金湾区图
书馆“刷脸”过，下次即可直接到市民服
务中心“刷脸”预约办事。

金湾区图书馆实现“刷脸”借书
全省首个区级图书政务系统互联互动

金湾区
图书馆一楼
正门入口处，
两台带摄像
头的自助借
还书机方便
读者借书。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筑牢防疫墙 织密安全网
金湾区多举措强化住宿业疫情防控工作

4月4日，珠海市金湾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
布《关于加强住宿业疫情防控工作
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从严
格信息查验和报备管理、严格做好
入住登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及
时推送信息奖励、严格执行惩处措
施五大方面，对进一步强化酒店、
公寓、民宿、出租屋（含网约房等涉
宿行业领域场所）的防控措施做了
详细规定。

在严格信息查验和报备管理
方面，《通告》明确，办理入住前必
须查验客人健康码、行程卡，以及
24小时内珠海本地核酸检测阴性
结果或采样凭证记录（非外地来珠
返珠人员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或采样凭证），要求对客人测
量体温、扫场所码、珠海健康申报
码进行登记。如发现14天内有上
海市、吉林省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
史人员（行程卡有*星标）及红码、
黄码人员，必须第一时间报告社区

“三人小组”进行处置，不得拒绝接
待或让其自行离开导致脱管漏管。

作为住宿业疫情防控的关键
一环，入住登记的作用不容忽视。
《通告》明确，要严格落实入住人员
实名登记，及时将客人入住登记信
息上传至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
统，对入住人员粤康码、行程卡、本
地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检测凭证
等拍照留底备查。

在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方面，

《通告》指出，住宿业经营单位要
强化责任担当，动态掌握疫情防
控政策，及时将最新防疫政策告
知入住人员，如有异常第一时间
报告属地社区“三人小组”处置。
要强化“围合式”管理，完善视频
监控设施，加强室内通风、环境清
洁消毒，做好员工管理和健康监
测，从业人员落实核酸检测“三天
两检”，疫苗“应接尽接”，严格做
好自身防护。

此外，《通告》还明确了严格执
行惩处措施。住宿业经营单位或
个人拒不执行防疫政策，导致出现
以下情形造成严重影响的，依法追
究单位和责任人法律责任：因履行
责任不到位导致脱管漏管，造成疫
情传播严重社会影响的；违反规定
接待红码、黄码人员和14天内有
中高风险地市旅居史人员，未及时
向属地社区报告的；未落实从业人
员疫苗接种、核酸筛查、健康监测
等健康管理措施的。

值得一提的是，及时推送信
息还可能获得奖励。《通告》明确，
各住宿业经营单位如果发现需隔
离管控的重点人员，要立刻致电属
地社区、属地镇指挥部（三灶镇：
0756- 6233868；红 旗 镇 ：0756-
7791300；平沙镇：0756-7751373；
南水镇：0756-7716167）或金湾区
疫情防控指挥办，对防控中有一定
贡献的住宿业经营单位或个人，将
给予奖励。

严格信息查验和报备管理
拒不执行防疫政策者将被依法追责

加强底数摸排，是确保防控措施落
实落细的重要保障。4月4日上午，金
湾区召开住宿业疫情防控专题工作会
议，要求各单位加强联动和大数据排
查，对全区各业态的住宿场所进行全面
摸底排查，做到底数清晰、管控到位，会
议还对下一步住宿业疫情防控管理作
出了详细部署。

4日下午，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组织各镇、各专项小组人员，开展
工作职责、最新防疫政策、酒店疫情防
控措施、入住人员管控要求等内容的专
题培训。会后，各镇相关业务人员对所
属小组人员进行现场培训和指导，明确
工作内容，熟悉工作情况，确保各小组
人员快速、高效、精准响应工作要求。

5日，记者到金湾区住宿场所实地
走访。在全季酒店（珠海航空新城店），
记者看到，除了粤康码和行程卡的二维
码，入住登记处还设置了珠海健康申报

二维码，入住酒店的客人均要进行健康
申报。“我们不仅要对客人的健康负责，
还需要做好酒店内工作人员的健康管
理，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健康档
案。”该酒店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酒店内部，工作人员每隔一个小
时会对公共区域进行一次消毒。“我们现
在对于外卖也有严格的管理，外卖员把
餐送到酒店外的外卖桌上，由我们工作
人员进行消毒后再由送餐机器人送到客
人房间。”全季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据悉，送餐机器人可以完成自行进
入电梯、寻找客房号、致电旅客等动作。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各项防控措施
落到实处，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拟招聘旅游行业有经验的导游人员与
社区组建排查队伍，将分为10个工作
组，在进行住宿业防疫政策培训的基础
上，分片区对区内酒店、备案旅游民宿
进行全覆盖督导排查。

10个工作组将开展全覆盖督导排查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采写：本报记者 宋一诺 见习记者 金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金湾区拟供应的71宗国有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达33宗。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执法人员到住宿场所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市民在西
城社区门口进
行核酸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