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蒋毅槿

当前，疫情形势复杂严峻，仍需绷
紧防疫之弦，从严从紧、织牢织密疫情
防控网。金湾区酒店、电影院等公共
场所，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如何？
4月6日上午，记者分别前往金湾区酒
店、电影院进行实地采访，了解疫情防
控工作是否落实到位。

据了解，为做好全区住宿业疫情
防控工作，4月4日，金湾区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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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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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6日上午，记者首先来到全季
酒店（珠海航空新城店）。记者在现场看
到，除了粤康码和行程卡，入住登记处还
设置了外地来（返）珠健康申报二维码，
入住酒店的客人均需要进行健康申报。

该酒店店长严小钰告诉记者，目
前，外地来珠人员办理入住前必须向
酒店工作人员提供个人的健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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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珠人员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或采样凭证。

严小钰还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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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卡带*标志人员）及红
码、黄码人员，酒店会第一时间报告社
区“三人小组”进行处置。同时，该酒
店对员工进行早、中、晚一日三次体温
测量，并将结果上传至相关的疫情防
控管理平台。酒店工作区域则每两个
小时进行一次消毒。

“目前，金湾区各镇、各相关单位
对全区各业态的住宿场所进行了全面
摸底排查，并要求各住宿场所严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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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工作人员陈秀玲说，该局拟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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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现有违反
防疫规定者，将依法追责。

此外，金湾区有6家正在营业的电
影院。记者来到金湾华发商都A馆的

幸福蓝海影城，看到前来观影的市民都
自觉戴好口罩，并主动出示健康码、行
程卡，关于疫情防控宣传提示语也随处
可见。该影城总经理李萌表示，观众观
影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且禁止饮食，影
城也会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每
天两次通风以及每天不少于5次的高
频率消杀工作。观影期间，电影院还会
安排专人对观众戴口罩情况进行巡场，
并对未佩戴口罩的观众进行提醒。

记者从金湾区新闻出版局获悉，
目前，金湾区电影院、健身房、体育

馆、游泳馆等室内场所按照“限量、预
约、错峰”的原则有序开放，影厅上座率
控制在50%；从业人员落实七天两检的
定期核酸检测措施；不得接待健康码黄
码、红码人员和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
区旅居史人员（行程码带*标记人员），
发现上述人员要及时报告所在社区，并
落实“四强化一提倡”等疫情防控措施，
即强化进门测温扫码戴口罩、强化人员
流量管控、强化场所清洁通风消毒、强
化人员健康管理和防控知识培训，提倡
无现金支付。

紧盯重要场所关键环节
织牢织密疫情防控网络
金湾区多措并举强化酒店、电影院等场所疫情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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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近日，
红旗镇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双盲”
演练。本次演练紧贴实战，采取“双
盲”实战模式进行，模拟辖区发现一名
外地返珠旅客核酸初筛呈“阳性”的场
景，随即展开演练。

演练中，红旗镇立即启动应急
响应，成立现场指挥部，快速统筹调
度资源；由镇属各部门工作人员组
成的区域防控组迅速集结，对“病
例”所在小区设置标识牌和警戒线，

对小区实施有效管控，为现场消杀、
人员转运等工作做好准备。随后，
区域防控组对“阳性”病例进行120
专车转运，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摸排
登记、测温、核酸检测，并有序进行
全员核酸和环境消杀等工作。

整个演练过程各组工作人员分工
明确、行动迅速、配合默契，核酸检测、
小区管控、人员转运等各个环节衔接
顺畅，为红旗镇科学指挥、快速处置和
精准防控疫情积累了宝贵经验。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4 月
6日，记者从金湾区委依法治区办、
区司法局获悉，即日起至 12 月 4
日，金湾法治栏目“小金说法”面向
全体珠海市民征集主播及其有关法
的好故事。

据了解，近年来，金湾区委依法治
区办、区司法局聚焦群众需求，不断创
新普法宣传方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平
台进行普法宣传，打造“线上+线下”
普法宣传两条线。“小金说法”栏目主
要涉及民法典、预防未成年犯罪法、劳
动法等主题，密切关注大众生活中所
遇到的法律问题。

参与征集的直播主播需结合真实
典型案例以及当下社会热点所反映的

法律问题，分享自己关于法的故事，并
配上详细法条解说，同时根据直播效
果，现场对直播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提
高观众的学法兴趣，达到普法效果。
投稿作品将统一由金湾区委依法治区
办、区司法局进行评选，符合要求的优
秀作品将在金湾区官方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进行直播展示，对优秀主播将
在“12·4”宪法宣传周活动中颁发“小
金说法——金牌主播”荣誉证书及纪
念品。

有意参与活动的市民可以“作
者+视频+照片+简介（内容电子版）+
联系电话”为格式投稿至 jwqs-
fj@zhuhai.gov.cn，联 系 电 话 ：
7262236。

金湾法治栏目面向珠海市民
征集主播和好故事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 通讯员三灶
镇宣传办报道：清明节前后，在文明祭
扫的倡议下，三灶学子通过书写寄语、
鲜花代祭、网络祭扫等方式寄托哀思，
缅怀先人。

近日，三灶镇中心小学开展了“网

上祭英烈”活动，信息技术老师组织中
高年级少先队员登录“中华英烈网”进
行网上祭扫。同学们心怀敬意，以网
络为载体，向英烈献花，用文字寄托对
先烈的怀念。

在金海岸社区，社区妇联、鱼林

村妇联分别开展缅怀先烈线上手抄
报活动。同学们紧扣“清明节”主题，
以手抄报为主要形式，表达了对先烈
的缅怀和敬仰，对已故亲人的无限思
念。

此外，三灶镇各村（社区）陆续

开展了清明节线上活动。鱼林村
的同学们则录制手势舞，用别样
的形式共话清明。草堂湾社区的
同学们则录制视频，以背诵清明
节有关的经典诗词，度过特别的清
明节。

别样清明 一样哀思
三灶学子以网络祭扫等方式缅怀先人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近
日，由金湾区民政局主办、金湾区
社会工作协会承办的2022年“五社
联动聚合力，社工服务暖基层”岭南
社工宣传周活动在金湾区市民中心
举行。

本次宣传周活动不仅对金湾区
优秀社工进行了评选，而且还通过现
场服务案例展示和体验等活动宣传

社会工作基本知识、政策法规、发展
成果，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
联动”的意义和作用。

在服务案例展示区，多家民办社
工机构更是别出心裁，除了宣传组织
服务案例，更与参加宣传周的社工和
群众积极互动，增强公众对社会工作
的了解。

2022年岭南社工宣传周
在金湾举行

2022年“五社联动聚合力，社工服务暖基层”岭南社工宣传周活动在金湾区
市民中心举行。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红旗镇开展“双盲”疫情防控
应急处置实战演练

实战演练中的人员转运环节。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记者 蒋毅槿
见习记者 金 璐
通讯员 叶子滢 钟颖飞

减税降费作为助企纾困一项直接
有效的措施，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
业省下“真金白银”，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奠定基础。

为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统筹”，金湾区（开发区）税务部门
持续深入精准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优化税收服务，各项优惠政策直达
快享，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壮大，驶向以

“产业第一”为工作总抓手的快车道。

“缓税红包”加料
缓解中小微企业燃眉之急

中型以上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中
流砥柱”，而小微企业当中不少将会成
为“明日之星”。2022年2月28日，国
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延续实施制
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有
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22
年第 2 号），制造业中小微企业2021
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缓缴期限继续延
长6个月。

为让税费缓缴彰显助产惠企温
度，金湾区税务部门积极落实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政策，为企业送
去了政策春风，解了不少企业的燃眉
之急。

据了解，为确保符合条件的纳税
人对缓缴政策应知尽知、应缓尽缓，金
湾区税务局加大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享受缓税情况的持续跟踪，通过大数
据分析，精准掌握符合条件的企业，对
重点企业逐户指定专人进行辅导，采

取线下入户辅导、线上电话短信、税企
微信群等方式向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
业推送政策提醒，确保缓缴政策落实
到位。

“之前在电子税务局申报税款时，
弹出了关于延缓缴纳税费的提示，但
当时没留意就跳过去了。没想到税务
人员及时来电告知我们缓缴税费政
策，并将之前缴纳的税款退还给了我
们。”美格精细化工（珠海）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向宗本说，“目前，我们享受
缓缴税费政策约120万元，相当于多
了一笔无息贷款，这个政策很实在，很
温暖人心！”

税惠红利直达快享，市场主体信
心也随之提振。据美格精细化工（珠
海）有限公司反映，2022年在全球疫
情持续的大环境下，其他国家因疫情
影响，供应链生产可能受限，因此中国
企业承接了相当一部分产能。“有了国
家政策的支持，资金压力一下就减轻
了许多，可以放开手脚，加大前沿技术
研究和开发，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
向宗本表示，公司对行业前景很有信
心，“虽然目前经济大环境看起来不太
乐观，但困境中的机遇更多，在各方的
努力下，我们公司预计2022年保持
15%左右营收增长。”

“非接触式”办税系统上线
企业可“宅”家办税

“有了V-Tax平台，我们在外地也
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办理涉税业务，
办税过程中遇到疑问能够立即与税务人
员沟通，和去大厅办税没有什么区别，为
这项新服务点赞！”一家苏州企业的办税
员李女士开心地说。因为疫情原因李女
士滞留在苏州，无法前往珠海办理涉税
事项，面对责令限期改正马上就要到期
的情况，她十分焦急，便联系了珠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在税务人员的帮助
下，李女士通过手机“粤税通”微信小程
序申请远程可视化办税，在手机上传所
需资料后，选择授权后台帮办，十几分钟
就办结了该业务。

据了解，2021年以来，为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全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
利影响，金湾区税务局与珠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税务局持续扩大“非接触式”办税
缴费的业务，让移动办税成为常态。目
前，“非接触式”网上办税缴费清单已累
计达323项，已基本实现企业税费事项
网上办、个人税费事项掌上办，着力纾解
疫情期间企业的办税困难，减轻企业办
税负担。

记者从金湾区税务局、珠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税务局获悉，2022年以来，金
湾区使用“非接触式”办税系统的纳税人
超25.8万户次。目前，纳税人缴费人可
通过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V-tax
远程可视化办税系统等“非接触式”方式
办理税费业务。其中，V-tax远程可视
化办税系统支持电脑客户端、手机“粤税
通”微信小程序等多渠道接入，可办理税
费申报、社保费清缴、跨区域涉税事项等
20项业务，实现“宅”家办税。

助企纾困解难 激发市场活力

金湾“税力量”架起“产业第一”快车道

在全季酒店（珠海航空新城店），入住酒店的客人在进行健康申报。 本报记者 张洲 见习记者 金璐 摄

市民在办理相关税务手续。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为实现
医疗资源利用最大化，进一步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近日，全新的珠海
市第五人民医院内一区正式开科运行。

据悉，全新开放的内一区位于该
院住院楼11楼，由消化内科、内分泌
科组成，现有医护人员29人，其中医
生13人（主任医师2人、副主任医师5
人）、护理人员 16 人，共有病床 46
张。内一区环境宽敞温馨，配备有优
秀的医护团队和先进的诊疗设备，以

开展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常见病、多发
病的诊断、治疗和手术为主。

“此次内一区开科，是珠海市第
五人民医院加快学科建设步伐的重
要举措，对于加强医院专科建设、打
造医院特色品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曹治
表示，伴随内一区的正式运行，珠海
市第五人民医院总开放床位数已达
408张，标志着该院的建设发展已迈
上一个新的台阶。

市第五人民医院
内一区正式开科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