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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精准落实我市疫情防控工
作，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发布通告，从4月11日12时至4
月13日24时，“所有人员（中小学生及
儿童除外）进入商超、农贸市场、文体娱
乐等各类室内公共场所，须持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核酸采样证
明。”昨日，记者走访我市一些农贸市
场、商超和住宅小区发现，广大市民积
极响应我市最新防疫政策，自觉配合，
共同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农贸市场
鸡蛋鸭蛋鹌鹑蛋
戴好口罩别怠慢

“请您出示粤康码、行程卡，没有
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核酸采样证
明不能进入。”11日12时许，记者走访
柠溪市场、南坑市场、沃尔玛前山店、华
润万家等室内公共场所发现，这些场所
都迅速响应了我市最新防疫规定，立即
调整防疫举措，增设查验核酸检测报告
及行程卡，严格把控人员出入，对于不
符合要求的一律不允许进入。

在柠溪市场，正在买菜的张女士告
诉记者：“我们需要扫健康码、查验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查行程卡、量体
温等才能进入市场。而且还会有广播
不断提醒要做好防护，保护自己及他
人。我觉得，做好防护、认真遵守防疫
规定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为了
尽快阻断疫情传播，个人即使有点不方
便也是值得的。”

农贸市场作为人流量聚集的重点
区域，防疫工作更是容不得半点松懈。
为守住守好珠海市民的“菜篮子”，市场
集团下属各农贸市场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竭力为群众提供安全、放心的
购物环境。

柠溪市场经理文健说：“根据市里
最新防疫要求，我们立即调整了防疫举

措，除了之前已有的防控措施之外，立
即提醒市场内所有工作人员、经营人员
必须按照要求完成每周2次核酸检测，
全部凭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进入，
并在市场入口等处张贴了最新防疫规
定，增加了防控人员，对于不符合要求
的一律不允许进入。”

在前山市场，门前设置了醒目的亮
码提示牌，还有“智能大喇叭”循环播放
最新防疫政策，工作人员对进入市场的
人员严格落实防疫检查。这里的部分
菜摊上还设置了一些防疫顺口溜：“土
豆毛豆四季豆，防疫防控无疏漏！”“做
菜需要大蒜，防疫不能‘装蒜’”“鸡蛋鸭
蛋鹌鹑蛋，戴好口罩别怠慢”……提醒
前来买菜的市民，出门牢记“防疫三件
事”，注意做好个人防护。这些“防疫顺
口溜”标牌由前山街道统一制作，派发
给辖区市场商户，提高了疫情防控宣传
传播度和接受度。

在沃尔玛前山店，记者看到，市民
在进入超市时，都能够扫码测温戴口
罩、保持一米线，积极配合自觉认真落
实防疫措施。进入超市购物的市民李
女士表示：“扫码是很有必要的，大家还
是要出示绿码才会比较放心，为自己也
为周围人。”

居民小区
住户配合主动亮码

11日下午，记者走访香洲区多个
小区，发现都设置了疫情防控值守点，
有专人测温并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
证明、行程卡等，大部分居民进入小区
也积极配合，主动亮码供查验。

记者在银桦新村朝向沿河路的一
个入口处看到，几名值守人员站在小区
门前，逐一查验进入人员的粤康码和核
酸检测信息，防控认真细致。其中一名
身穿“香洲义工”马甲的值守人员告诉
记者，原则上要求进入小区的人员必须
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对11日前
未进行核酸检测的小区居民，持有11
日当天核酸采样相关证明也可以进入
小区。

17时许，记者在银桦路的“山场”
小区入口处看到，有几名身穿门卫服和
义工马甲的人员在当地值守，进入小区
的居民会主动出示粤康码、行程卡等相
关证明，外来车辆的司机也需要扫码、
测体温才被允许进入小区。

“看行程卡、健康码，戴口罩、量体
温、做核酸检测……这些措施实际上是
保障我们未来能够快速恢复正常工作
生活的重要措施。我们没有理由不积
极支持。”居民王先生说。

核酸采样点
服务更完善

采样点排队时长缩短

当日，我市增设了不少核酸采样
点，方便市民就近测核酸。

11日12时，记者在香洲区前山街
道财富世家小区门前，偶遇两名中国移
动公司的网络工程师。

工程师张先生说，10日做核酸检

测排了半小时的队，11日出门一看，政
府又新增了好多核酸采样点，刚才他
们俩吃完午饭，一看前山小学门前做
核酸不用排队，就顺便过去做了采
样。“前后1分钟不到，很方便，比10日
快多了！”

11日12时许，记者在世邦广场1
号厅核酸采样点看见，居民无需排队
等待就可以快速测核酸。前山街道
圆明社区的防疫人员告诉记者，“这
几处新增的核酸采样点将持续3天，
以避免市民长时间排队等候。”

在马鞍山1号公馆便民核酸采样
点，梅花豪庭小区居民张阿姨高兴地说，
4月10日开始，前山街道中山亭社区工
作人员在该采样点利用二维码打印“小
神器”帮助社区长者现场制作核酸检测
登记二维码小卡片。为方便长者随身
携带和保存二维码，社区防疫人员还
定制了“暖心服务、守护健康”防水卡
套免费赠送给长者，深受老人们欢迎。

市民积极配合我市最新防疫政策

亮码 做核酸 共筑严密防线

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

“海基一号”完成下水安装
“大爱无疆”投保人数超120万
有效减轻重病患者家庭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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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4月11
日上午10时，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海
基一号”在南海陆丰海域指定地点成功
下水安装，方位角、水平度、位置偏差等
关键数据均满足设计要求，标志着我国
深水超大型装备制造技术和安装能力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海基一号”于今年2月28日在位
于高栏港的中海福陆珠海场地建造完
工，并于3月23日完成拖拉装船及固定
工作。4月7日，“海基一号”导管架迎
来了适宜的离港天气条件和海上施工
天气窗口。设备于是搭载着亚洲最大
下水驳船——“海洋石油229”船从珠
海高栏港顺利离港。经过3天左右的
航程后，“海基一号”导管架抵达位于南
海陆丰海域的安装点位。

“海基一号”导管架的安装并非易
事。记者了解到，由于“海基一号”的
自重超过了我国所有浮式起重船吊装
能力，因此只能采取滑移的方式完成
下水动作。其原理是利用导管架自身
重力并配合液压千斤顶助推，使这座

“南海巨塔”以侧卧的姿态，从下水驳
船上平稳地“滑”入水中。巨大的导管
架将借助自身的浮力以及起重船的牵
引力，在翻涌的大海上完成近90度的
翻转，以精准对应水下点位完成安装。

导管架相当于固定式海上油气平
台的“地基”，用于支撑平台的庞大身躯
与巨大吨位。“海基一号”总高度达302
米，与埃菲尔铁塔高度接近，是亚洲首
例300米级深水导管架，其总重量达3
万吨，底部长、宽各105米，面积相当于

26个篮球场，设计强度可抵御百年一
遇的恶劣海况。

“海基一号”将服役于我国南海东部
陆丰油气田群，所在海域距离香港东南
200多公里，水深约284米。这是国内

首次在此水深海域设计、建造、安装固定
式导管架平台。随着“海基一号”的投产
应用，我国海洋油气生产将开始转向深
水导管架平台开发模式，把生产系统从
水下移至水面以上，与同等水深油气田

常用的“水下生产系统+浮式生产平台”
开发模式相比，将大大降低钻完井、工程
以及后续的生产操作成本，对经济、有效
开发南海200米至400米中深水海域的
油气资源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近日，
中国人寿珠海分公司发布珠海市附
加补充医疗保险“大爱无疆”2021
年度年报。年报显示，2021年度我
市已累计参保83.44万人，共赔付
1.12亿元，赔付人数达5336人，有
效减轻珠海罹患重大疾病患者家庭
的经济负担。

“大爱无疆”三年运行稳健

2019年起，珠海创新实施附加
补充医疗保险“大爱无疆”项目，三
年来，“大爱无疆”在构建珠海市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解决患重大疾
病参保人高额医疗费用负担问题等
方面均取得了不错成效。

“大爱无疆”参保实行“三不排
除”，即不排除老人、病人及已享受
重大疾病待遇的患者，每人每年保
费为190元，能够为一家老少提供
保障。

去年为5336人赔付过亿元

年报显示，“大爱无疆”2021年
度我市参保人数已累计 83.44 万
人，共计赔付金额达1.12亿元，赔
付人数达5336人，平均每天为参保
人送去30.7万元赔付。

2021年度“大爱无疆”共赔付
案件19311件，其中年龄最大的赔
付者99周岁，因肺癌获赔2.41万
元；年龄最小仅3个月，因先天性
代谢性疾病，获赔24.77万元。获
赔案例显示，获得补偿的病症种类
多，包括呼吸衰竭、肺癌、脑梗死后
遗症等重大疾病。

年度累计新增抗肿瘤自费药23种

理赔数据显示，2021 年度，
“大爱无疆”为参保人提供多项补
偿，其中定额现金补偿占比最高，

占59%，其次为自费药补偿25%、
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和超高额医疗
费用补偿占 13%，有效解决患重
大疾病参保人高额医疗费用负担
问题。

“大爱无疆”关注多种高发恶性
肿瘤，年度累计新增抗肿瘤自费药
品23种、适应症39个，共计赔付
1944人次，人均自费药补偿获赔
6.72万元。

完成癌症早期筛查67958人

2021年“大爱无疆”升级推出
健康管理服务“爱健康”行动，通过
聚焦珠海高发的5种恶性肿瘤：肺
癌、胃癌、食道癌、结肠癌和直肠
癌，为参保人提供早期筛查、早期
诊断、早期治疗“三早”服务。

数据显示，2021年已累计参与
早期筛查67958人，已完成各类检
测1626例，发现癌前病变518例，
确诊肺癌1例。首例确诊肺癌的张
三（化名），因为发现得早，通过微创
手术治疗，不仅预后好、恢复快、花
费少，还避免了后续放化疗及康复
治疗。

此外，“大爱无疆”为筛查出符
合专项检查的参保人提供90%的
专项检测费用报销，对筛查出不同
风险等级的参保人进行个性化的干
预和连续性跟踪等健康管理服务，
对确诊的参保人提供相应理赔。

据了解，自2019年以来，“大爱
无疆”项目累计服务投保人数超
120万人，赔付总金额3.127亿元，
个人赔付累计最高金额 89.77 万
元，受益人数1.27万人，赔付案件
量达3.48万件。项目曾入选2021
年人民日报评选的全国多层次医疗
保障优秀案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高度认可。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4月8
日下午，由珠海市设计中心和澳门
设计师协会联合主办的“珠澳设计
赋能遵义乡村振兴——澳门品牌重
塑案例分享交流会”在线上举行。
活动邀请五位澳门知名设计师，分
别以现场直播和即时连线的方式，
面向遵义企业及其他活动参与者分
享品牌重塑经典案例。

该活动由珠海市工业与信息化
局、珠海市农业农村局和粤黔协作
工作队遵义工作组指导。在分享过
程中，设计师欧俊轩以老旧餐厅“诚
昌饭店”为案例，展示了自己通过

“料理设计”突出品牌精髓的过程。
品牌设计除了通过前期调研

等方式奠定基础外，围绕品牌核
心价值发散创意思维，也是一种
让品牌重塑的“破圈”之道。设计
师何润建以“龙凤饼家”为分享案
例，为大家讲述非遗品牌重塑的
过程。

设计师李宝坚强调：“年轻设
计师会有更多创意想法，想呈现的
东西会很多，但设计师要想的是客
户是否接受。”她以“远来饼家”作
为分享案例，呈现出老字号的传统
美学，讲述了如何让“老土”渗透出
美感。

本次活动为遵义企业代表提
供了品牌打造的澳门经验，同时也
为澳门设计师进入内地市场、参与
乡村振兴提供了机会。活动共吸
引了160多位来自遵义的企业代表
及设计爱好者进入到交流群和直
播间，大家针对设计赋能品牌价值
的话题积极互动，获益良多。

澳门品牌重塑案例分享交流会举行

与遵义企业分享“澳门经验”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为进
一步激发消费潜力，助力珠海零售
业、文旅业复苏，推进珠海电商直播
业发展，珠海市商务局即将主办
2022珠海首届直播带货大赛暨珠
海好物·文旅直播特卖会。大赛将
于4月22日起正式接受选手报名。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直播
技能培训、网红直播带货比赛、珠海
特色产品和文旅直播特卖、公益直
播系列活动，挖掘优秀直播人才，同

时提升我市旅游、文创、手信、餐饮、
酒店、农副特产等特色产品知名度，
助力企业实现销售增长。

本次直播带货大赛将发动千名
新媒体志愿者参与，培育百名“带货
达人”，产生多个“超级网红直播带
货 IP”。大赛流程将分为线上海
选、培训实操、预选赛、总决赛和颁
奖五个部分，活动结束后将对获奖
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现金和
带货奖励。

珠海将举行首届网红直播带货大赛

培育百名“带货达人”

（上接01版）那一天，在十八洞
村梨子寨村民院坝的前坪上，面对
围坐在身边的父老乡亲，习近平总
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我这次到湘西来，主要是看望
乡亲们，同大家一起商量脱贫致富
奔小康之策”。习近平总书记说，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
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
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
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
路子。”

【石拔三心声】

8年多过去了，总书记那一声
“大姐”，叫到我心里了，一想起来就
觉得非常温暖。

在见到总书记之前，我没出过
湘西大山，没有什么见识，家里也没
有电视，并不知道总书记是多大的
领导，也不明白总书记说的那句“人
民的勤务员”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知道了，总书记是专门
关心咱们老百姓的人。

总书记在我们村提出“精准扶
贫”后，驻村扶贫工作队带着大家
修公路、修房子、种猕猴桃、搞旅
游，村子每年都有新变化。很多外
出打工的人回来了，有开农家乐
的、养蜜蜂的、种猕猴桃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小一辈的搞电商。我
们村的特产卖得特别好。

我家里也有不少变化：房子改
造过了，再不像以前那样黑黢黢的，
堂屋地面改成了水泥地，建了干净
的厕所，通了自来水，添了电器。我
还入股村里的项目，已经拿到几千
元的分红。现在的日子，想吃肉时，
就有肉吃。

家里还买了大彩电，我最爱看
的节目是新闻联播。总书记的画面
一出现，我就放下手里的活儿，好好
看看他，听听他在讲什么。

以前我没出过大山，这几年我
坐过好几次飞机了，还飞到北京，看
了天安门。总书记，我想跟您说，见
到您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

新华社长沙4月11日电

“见到您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

“海基一号”以侧卧姿态下水。 受访者供图

在柠溪市场，管理人员严把人员入口关。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根据珠
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通告，各类室内公共场所凭48小时
内核酸阴性证明或核酸采样证明进
入。4月11日，香洲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开展专项检查，督促各重点行业严
格落实我市最新疫情防控要求，共出
动131人次，检查农贸市场30家次、冷
链行业21家次、药店39家次、餐饮场
所157家次、非星级酒店133家次、外
卖站点5家次、保健按摩场所44家次、
美容美发场所62家次。发现问题32
个，现场督促整改31个，责令停业整改

非星级酒店1家。
在农贸市场方面，该局持续加强对

辖区44家农贸市场“围合式”管理，所
有人员（中小学生及儿童除外）进入农
贸市场内，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或核酸采样证明。落实名单化
管理6591人，当日落实核酸检测3719
人，5152人已接种第三针疫苗。共检
查农贸市场30家次，发现问题5个并督
促立即整改。

冷链行业方面，检查冷库21家次，
发现问题3个并现场督促整改。落实
名单化管理2183人，全部按要求对进
口冷链一周三检，对冷链食品、直接接
触人员、环境核酸检测全覆盖，2016人
已接种第三针疫苗。

药店方面，全区零售药店上报购药

者信息3795条，其中有发热症状或14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信息2
条，购买重点品种药品人员信息21条，
均已通报镇街跟踪处理。检查药店39
家次，落实名单化管理2010人，当日落
实核酸检测8985人，1678人已接种第
三针疫苗。

餐饮行业方面，共检查157家餐饮
单位，发现问题 12 个并现场督促整
改。落实名单化管理22672人，当日落
实核酸检测8985人，14422人已接种
第三针疫苗。

非星级酒店方面，落实名单化管理
4408人，当日落实核酸检测2075人，
3194人已接种第三针疫苗。检查非星
级酒店133家，发现问题4个，现场督促
整改问题3个，责令停业整改1家。

外卖行业方面，持续对全区现有六
家外卖配送平台51个站点开展针对性
疫情防控监管工作，当日检查外卖站点
5家并现场督促整改问题1个。落实名
单化管理2332人，落实核酸检测1327
人，1802人已接种第三针疫苗，应接尽
接率100%。

居民服务业方面，落实名单化管理
4152人，检查保健按摩场所44家次、美
容美发场所62家次，重点检查经营单
位“防疫三件事”或从业人员应接未接
情况，发现问题7个并现场督促整改。

1家非星级酒店，潮漫酒店，因未严
格落实防疫政策，对“未持有24小时内
在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采样凭证）
的”外地来（返）珠人员办理入住，被责
令停业整改3天。

香洲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检查行动

督促各重点行业严格落实最新防疫要求

双统筹 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