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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衣带水

新华社澳门 4月 13日电 以
“数字、人与城市”为主题的第八届
澳门国际传播周13日揭幕。开幕
式上，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传播教育
联盟正式成立。

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传播教育联
盟由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澳门传媒研究中心牵头，暨南大
学、中山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相关
院系共同发起。联盟将在强化粤
港澳大湾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建
设、促进新闻传播领域学术交流、
共同建立大湾区高校新闻传播人
才培养和师资交流机制、推动新闻
传播学科交叉与产学研一体化进
程等方面加强互动合作。

本届传播周由澳门科技大学人
文艺术学院和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
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将相继展开新闻
传播学教育院长论坛、粤港澳大湾区
传媒论坛及博士生论坛等活动。

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李行伟在开
幕式致辞时表示，澳门正在建设一

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智慧数字城市，
并应用更环保的方式部署数字技术
与通信。传播周期间，来自研究人
员、从业人员、决策者的真知灼见，将
有助于塑造一个创新、高效、和谐的
数字生活空间，让整个社会都能分享
数字科技带来的福利。

复旦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
任沈国麟在线上致辞表示，澳科大
人文艺术学院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
播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城市数字
沟通力调研”正式启动，将重点关注
澳门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数字化
水平。

来自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
晚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N视频和
腾讯集团等传媒业界的代表，将在传
播周期间举行粤港澳大湾区传媒论
坛，交流新媒体时代的区域传播形
态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整合。

由澳门科技大学、福建省传播
学会等联合主办的“2022集美·两
岸大学生摄影大赛”也同步启动。

强化学科建设 促进学术交流 加强互动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
新闻传播教育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秀岑 通讯员刘栋杰报道：4月14
日上午，记者从珠机城轨横琴站获
悉，为加强“两站一场”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提升城轨站场防疫工作
人员的精准防控业务能力，合作区
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在珠机
城轨横琴站开展“两站一场”防疫知
识培训。

培训会上，横琴疾控中心培训
人员围绕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就
居家隔离管理、居家健康监测、自我
健康监测以及健康管理措施进行科
普。

为加强甄别高风险旅客信息，
横琴疾控中心围绕如何查看旅客健
康码、行程卡、判断管控措施、明确
目的地等方面展开讲解。

“通过这次防疫知识培训会，
城轨站防疫工作人员不仅提升了

疫情防控应急方面的处置能力，
在沟通协调方面也更加顺畅有效。”
珠机城轨横琴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珠机城轨横琴站严格落实地方政府
和铁路部门疫情防控规定，每天有
序做好站场内通风、环境消杀、核酸
检测等工作，落实城轨站场职工“两
点一线”工作管理，全力维护广大旅
客和铁路职工健康安全。

珠机城轨横琴站提醒：横琴站
6号出入口设置了便民核酸采样
点，方便出站旅客和车站周边市民
进行核酸采样。旅客乘坐轨道交通
工具出行时，务必遵守当地疫情防
控和铁路部门规定，了解出发地和
目的地的疫情管控措施。同时，旅
客可优先考虑通过铁路12306官
网、铁路12306手机APP、车站自
动售票机购买车票，尽量减少人工
窗口购票人员聚集。

珠机城轨横琴站开展“两站一场”防疫知识培训

全力维护旅客健康安全

本报讯 记者王帆 见习记者陈
子怡报道：4月13日，一场长者防
跌倒运动训练活动在澳门街坊会联
合总会广东办事处横琴综合服务中
心举行，康复治疗师利用哑铃、瑜伽
球、弹力带、平衡垫等体育用具设计
了一套防跌倒动作，带领长者开展
锻炼，帮助长者成为“不倒翁”。

据了解，对于60岁或以上的老
年人来说，摔倒是致命或非致命损
伤的首要病因。世界卫生组织报

告显示，我国每年有4000多万老
人至少发生一次跌倒，而且随着年
龄增长，摔倒次数和其引起损伤的
严重程度都会上升。为此，澳门街
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横琴综
合服务中心针对辖区60岁以上的
长者开展防跌倒运动训练。

据悉，本次防跌倒运动训练活
动将持续至6月底，共12节课，通
过中长期的身体锻炼，帮助社区长
者更好地避免意外的发生。

合作区开展防跌倒运动训练活动

帮助长者成为“不倒翁”

横琴与澳门一衣带水，基础设施“硬联通”与体制机制“软连接”齐头并进，
建设中的合作区呈现出勃勃生机。 区达权 摄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4月12日，澳门法律专
业企业MDME有限公司合伙人Tiago Vilhena先
生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办事处，使用自助发
照设备现场打印并领取企业营业执照。

该名投资者早前通过商事登记跨境通办机
制，向合作区商事服务局申请在横琴成立一家新
企业，整个设立过程从咨询、提交文件到打印执
照，均在合作区澳门办事处完成。Tiago Vilhena
先生表示，有关服务是琴澳两地合作的一项惠企便
民举措，对推动澳门投资者到横琴营商创业提供重
要助力。

据了解，为便利澳门投资者到合作区拓展业
务，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与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紧密
合作，推出跨境通办服务，澳门投资者可以在合作
区澳门办事处，查询及办理合作区相关的商事登记
业务，申办成功后，可在办事处现场打印领取营业
执照，实现全流程的商事登记服务，便利澳门企业

“足不出境”即可落户合作区。此外，合作区澳门办
事处可提供合作区营商环境、产业发展动向、优惠
政策等投资咨询服务，为澳门投资者在合作区投资
兴业创造宽松便捷的环境。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指出，要
为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
加便利的条件，推动合作区公共服务与澳门有序衔
接，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建立
高度便利的市场准入制度。

合作区商事登记跨境通办机制的建立，将对提
升合作区营商环境吸引力，助推粤澳深化产业协
同、科技创新、人才交流、招商引资等领域合作发挥
重要作用。

澳门企业“足不出境”
即可落户合作区

合作区澳门办事处发出跨境通办营业执照

在长者防跌倒运动训练活动现场，81岁的王爷爷与康复治疗师进行双
人互相抛球侧步走训练。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张颖 摄

澳门投资者在合作区澳门办事处现场打印领取企业营业执照。 本报记者 钟夏 摄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子怡 实习生 杨薇

“@莲花网格中队，环岛东路，洋环
村门口主路上掉落3块广告牌，比较危
险，刚开车差点压上。”

“具体位置在哪里？我们马上前往
现场处理。”

3月9日16时57分，横琴莲花社区
居民在社区与横琴大桥方向之间的主
路段发现多块散落的广告牌，每隔三五
十米就有一块广告牌横躺在路中央，存
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莲花网格中队网
格员王明接到消息后，17时04分与同
事前往现场，17时10分就将广告牌全
部处理完毕。不到一刻钟的“使命必
达”，获得横琴莲花社区居民的频频点
赞。

莲花网格中队是省政府横琴办政
法工作处下派到社区进行网格化管理
的工作队伍。除了莲花网格中队，横琴
还有另外3支网格队伍，每支网格队伍

的服务范围与社区划分基本重合。“为
居民提供细致化、全方位的服务”是网
格队伍工作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横琴
的网格员们不断用脚步丈量土地，融入
群众开展各项服务。

作为一名基础网格员，每天早上8
时，王明来到自己负责的网格区，按照
前一天制定好的路线进行综治巡查，巡
查内容包括查看负责区域是否有安全
隐患，重点排查案件多发区、人员密集场
所、出租屋等地点，巡查时还要注意对网
格内的实有人口、单位、特殊群体、困难
群众进行核查和信息采集。有时碰到家
庭矛盾、邻里纠纷，王明也会协助处理。
除此之外，加入社区居民群、及时接收安
全隐患线索、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解决问
题，也是网格员的职责所在。

网格员的工作十分繁琐，24小时全
天候待机属于常态。每当王明打开微
信，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列工作群。与此
同时，为了实时同步每个网格之间的动
态，王明还需要把每日的工作内容及时

上传到统一的网络平台。
布置核酸采样场地、发放法制宣传

册、收集调查问卷、张贴“民生微实事”
宣传海报……网格员的工作事项多、任
务杂，涉及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渗
透到各个活动、项目的细枝末节。网格
大队长李宗昂对此表示，网格员的工作
是为居民提供形形色色的服务，“而‘形
形色色’就是什么都包含在内，比如帮
助因疫情无法到横琴的澳门居民浇花
和喂宠物。”李宗昂说，“我们就是一块

‘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面对这样细碎、繁琐的工作，王明并

没有不耐烦，他认为，网格队伍存在的意
义，就是帮助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
感。“我希望和大家真正融为一体、打成一
片，希望平时走在路上也会有人主动跟我
打招呼，把我当成自家人。”王明表示。

不仅王明，横琴网格队伍的每一个
成员都抱有类似的想法。据王明介绍，
周围的同事都干劲十足，这种工作热情
是可以传递的，只要有一个人是奋斗积

极的状态，周边的人都会被感染，由此
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据省政府横琴办政法工作处社会
治理科负责人湛福祥介绍，目前，横琴
按照国家综治网格标准，根据现有人口
数量，总共划分出51个网格，每个网格
都有专门的网格员负责，可以说是将网
格化的精细服务铺满了横琴的106平方
公里。

“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发
展，将有越来越多的澳门居民来到横琴
定居，这必将带来制度和文化上的融
合。”湛福祥说，“如今，横琴网格建设还
在不断摸索前行，正打造成为合作区基
层社会治理的‘抓手’，我们需要与合作
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未来，计划加
强横琴网格员队伍与澳门街坊会联合
总会广东办事处的深入合作，希望在日
常工作方面形成无缝对接，不断提高社
会治理水平，为横琴本地人、来横琴发
展的澳门人甚至全国各地的人，提供力
所能及的服务。”

居民所需 使命必达

合作区网格员将精细服务铺满横琴每个角落

深井村西临深井湾、东邻长隆，有隧道相通，村庄坐东向西，面朝大海。
建筑物大多为楼房，外墙以蓝色为基调，别具一格，是横琴一处热门的旅游
打卡地。 区达权 摄

湛蓝的深井村

珠机城轨横琴站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通讯员 刘栋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