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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记者从
金湾区金融服务中心获悉，为深入落
实“产业第一”工作抓手，服务区域实
体经济，为区内中小微企业发展注入
金融活水，金湾区已于近期完成转贷
资金及信贷风险补偿金的首批合作签
约。

对很多中小微企业而言，因资金
流无法预期收回等因素，续贷一直是

“老大难”问题。金湾区转贷专项资金
是指由政府出资设立，在金湾区金融
与产业融合发展领导小组的指导下，
对符合银行信贷条件、贷款即将到期
而足额还贷出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
业，为其按期还贷、续贷提供短期周转
的政策性资金。

据悉，金湾区转贷专项资金总规
模为5000万元，由金湾区财政资金分
期统筹安排。其中，单笔转贷专项资
金金额不超过500 万元，资金使用期

限不超过10日。值得一提的是，转贷
专项资金日服务费率仅为0.2‰，较市
场平均费率下降超1‰，预计每年能
为区内企业节省近千万元融资成本。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力度，金湾区政府还出资设立
了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该资金在
金湾区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领导小组
指导下，为合作金融机构向珠海市金
湾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融资专项企业
名录库内企业发放的贷款给予风险补
偿的资金，旨在通过风险补偿为企业
融资增信，撬动合作金融机构扩大企
业贷款投放量，推动创新创业型企业
发展。风险补偿金每年总规模2000
万元，由金湾区财政资金统筹安排。
单一企业每年最多可申请一笔风险补
偿金贷款，其中抵质押贷款金额不超
过 500 万元，信用贷款金额不超过
200万元，企业首贷项目补偿比例高

达50%。
记者了解到，作为金湾区转贷专

项资金及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的管
理机构，金航集团前期对专项资金合
作金融机构开展了公开遴选工作，最
终确定中国银行、珠海农商银行为第
一批合作银行。两家银行长期以来对
金湾区内中小微企业给予了积极的金
融服务助力，并提供了转贷资金以及
风险补偿金业务相关管理经验的支
持。

“希望把金湾区转贷专项资金及
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政策，传导给
更多金湾区的企业及金融机构，同时
也希望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加入我们，
共同来扶持金湾区的金融企业做大做
强。”金航集团总经理助理叶慧颖表
示。

在签约仪式上，广东西捷药业有
限公司、珠海胜隆电子有限公司等相

关企业代表签署了第一批企业的转贷
资金业务及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的
业务合作意向书。企业方表示，金湾
区专项资金政策出台及实施能有效帮
助企业解决融资需求，推动营商环境
的持续优化，也将有利于提升企业继
续扎根金湾发展的信心。

当前，金湾区正以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打印设
备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航空航天和
海洋经济两大特色产业和国家、省、
市鼓励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为主攻
方向，全力构建“5+2+N”现代产业体
系。随着适配产业链特色的投融资
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
得到梯度培育，金湾区经济将加快驶
入发展“快车道”。据悉，接下来，金
湾区专项资金管理机构以及合作银
行将加快推进实施相关金融政策落
地落实。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 见习记者金璐
报道：“手握紧拳头，不怕不怕，很快就好
了。”4月17日，红旗镇卫生院护士邹莹
正在给患者输液。此时她面前的孩子血
管较细，但经过认真观察，她找准位置快
速完成了扎针。由于对患者耐心、专业
技术过硬，她在2019年至2021年间，两
次获得该卫生院“优秀护士”称号。

“这几年大家看到我的变化，其实跟
我参加怒江的扶贫工作有关。”邹莹说。
2018年9月，邹莹和5位金湾区支援怒
江的队友赶在旱季期间来到位于横断山
脉的怒江捧当乡，开始了为期半年的扶
贫工作。

在捧当乡，5000多人口散布在山
间，重油重盐的饮食习惯让当地多高血
压患者，可是类似的慢性病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山中交通不便，且居民的健
康意识薄弱，如果不到疼得受不了的程
度，一般不会选择就医。所以就更需要
我们把医疗服务送上门，主动给他们建
立健康档案。”邹莹告诉记者。

为此，邹莹和健康监测小组每周有
6天都在走访不同的村落，他们常常从
一座山的山顶开始，慢慢往下，走到分散
在山间的家家户户。有一次，邹莹在进
入一所小学进行健康检查时，发现有一

个学生的举止异常，注意力很难集中，经
验告诉她这有可能是脑瘫患儿。随后在
家访时，这一判断得到了证实。健康监
测小组便与其家长进行沟通，劝说家长
定时带孩子来卫生院进行康复训练。

这半年里，邹莹每天都在和时间赛
跑，而追赶她的，是怒江的雨季。由于横
断山脉地势险峻、雨季长，所以健康监测
走访工作必须在雨季来临之前完成，否
则将会受到泥石流的影响。据云南省减
灾委办公室统计，2018年8月10日至
17日，短短一个星期之内，云南省内就
有19.22万人次因洪涝、滑坡、泥石流等
受灾，因灾死亡失踪2人，而这就发生在
邹莹到达的前一个月。邹莹知道自己所
面对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也会害怕，
但当时我只想自己在旱季多做点，我们
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6个月很快过去，载邹莹离开捧当
乡的小巴晃晃悠悠地开在山路上，经过
一条河道时，开始有雨滴重重敲在车窗
上，小巴轮胎突然打滑，在轮胎快要驶入
河道的时候，车才骤然停住。“当时我心
想，这辈子也许就到此为止了，幸好走之
前已经完成了约百分之六十居民的健康
监测。”邹莹说。

现在，邹莹已经回到了熟悉的医疗
环境，一切都没变，而她变得更加细致、
耐心，成为儿童患者贴心的“护士姐姐”，
她说：“我给捧当乡带去了扶贫医疗力
量，但捧当乡带给我的更加珍贵。珠海，
有了一名比以前更加优秀的护士。”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 见习记者金璐
报道：4月15日，红旗镇与金湾区农业
农村和水务局、金湾渔政大队、高栏渔政
大队、市水域治安支队四大队、海警金湾
工作站、三灶镇等单位，继续联合开展涉
渔“三无”船舶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对危
害航行安全、通航及治安秩序的涉渔“三
无”船舶进行全面清理整治。

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分为海上整
治与岸上整治两个部分。其中，海上整
治包括对停泊在木乃一带的水上船舶进
行逐一筛查，核查渔业船舶证书、船名船
号、船籍港等信息，由金湾渔政大队、高
栏渔政大队共12名执法人员负责。另
外，珠海水域治安出动5人，海警金湾工

作站派出快艇1艘、6人负责海上警戒，
配合渔政部门执法。而岸上整治则包括
现场的严密管控和交通秩序的维持，由
红旗镇和三灶镇共 71名工作人员负
责。本次行动共依法查扣涉渔“三无”船
舶30艘。

“对检查中发现的涉渔‘三无’船舶
依法予以查扣后，我们会在协助执法船
和拖运队的帮助下，把这些船运至扣船
场等待下一步处理。”专项行动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红旗镇将联合执法部门
继续加大对涉渔“三无”船舶的执法整治
力度，通过常态化、高频次的执法巡查，
严厉打击涉渔“三无”船舶违法违规行
为，全力保障渔业生产秩序安全稳定。

红旗镇持续开展涉渔“三无”船舶清理

全力保障渔业生产秩序安全稳定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 见习记者金璐
报道：“老人家您把身份证给我，我们这
里免费帮您打印粤康码等证明，下次您
坐公交就不用担心没有手机啦！”4月18
日，平沙镇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通
过便民打印服务，为没有智能手机或不
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长者，解决“亮码”
不畅的难题。

近日，珠海因疫情防控需要，开始实
施凭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等证明进入室内
公共场所与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因不
熟悉手机操作，“亮码”成为了困扰一些
长者的难题。为了助力抗疫，帮助“银发
族”跨越“数字鸿沟”，平沙镇党群服务中

心开通了便民打印服务，为60岁以上的
长者提供打印粤康码、核酸检测结果阴
性证明、新冠疫苗接种记录等证明的绿
色通道。

平沙镇党群服务中心内，工作人员
操作着“粤智助·政府服务自助机”，把办
事长者的身份证放在机器的感应区，点
击屏幕上相对应的服务选项，不到一分
钟，一张包含粤康码和其他各类信息的
纸质版证明便打印出来了。“接下来，我
们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提升
服务水平，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更贴
心、更便利的服务。”平沙镇党群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帮助“银发族”跨越“数字鸿沟”
平沙镇党群服务中心开通“智能码”打印服务

“最美金湾人”医护人员代表邹莹：

和雨季赛跑的“扶贫护士”

邹莹（左一）在参加怒江扶贫工作期间为当地村民义诊。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对检查中发现的涉渔“三无”船舶，执法人员依法予以查扣。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村民身边的“全能战士”

“90”后刘家婷是三板村的党委
委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她在
宣传员、联络员、后勤保障员等多重
身份间不断转换，就像一名“全能战
士”一样，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

三板村总面积4.5平方公里，下
辖 7个自然村，现有常住人口 2557
人。面对疫情防控的艰巨任务，该
村根据自身实际，将辖区划分为9个
大网格，采取党员干部包片的工作
机制，确保责任到人。刘家婷不仅
要在自己的网格做好宣传、排查等
各项工作，还要统筹安排好全村防
疫队伍。

上传下达重要防疫会议精神，跟
进下发大数据、落实辖区涉疫人员管
控，协调开展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建
立辖区内流动人员名册，做好防疫物
资储备和宣传动员、后期保障……她
每天都忙个不停。“每项工作都要安

排好，很多小细节都要沟通协调，我
手机24小时开机，也不敢开静音，一
接到电话，就要立刻处理。”刘家婷
告诉记者，为了建更多微信群方便工
作，她启用一个新的手机号。

4月 10日至16日，在珠海进入
住宅小区、室内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
交通，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或采样证明。新措施的实施，让刘家
婷又开始忙碌起来。在三板村的核
酸检测采样点，现场群众和一线工作
人员的大事小事刘家婷都要处理。
一边协助引导群众，一边拿着手机协
调工作人员的问题，成了她每天的工
作常态。

她接打电话的场所不仅在办公
室，还在上下班的路上、休息的卧室
中，甚至在厨房、卫生间……有时一
个电话要处理好几件事。虽然工作
繁重琐碎，但她毫无怨言，“不管大事
小事，都要好好去做，看到大家平平
安安，就值了！”

“很多人义无反顾地与我们并肩
作战，有村里的志愿者，还有‘双报
到’党员，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就一定
能守护好我们的家园。”刘家婷表示，

接下来，三板村将继续实施差异化的
精准防控，强化防控网格化管理模
式，进一步形成工作闭环，筑牢社区
各道防线。

90%疫苗接种率背后的“统筹人”

“这个老人家已经打了第一针
了，第二针还有12天就能接种了。”作
为三板村的计生指导员，彭波对三板
村60岁以上老人接种疫苗的情况如
数家珍。

新冠疫苗接种启动以来，彭波开
始负责统筹三板村的该项工作，入户
宣传、电话回访成了他每日的工作重
点。刚开始宣传疫苗接种时，彭波不
仅要处理源源不断的数据，一周还要
完成几百个电话回访，工作压力非常
大，但在他看来，所有的辛苦都是值
得的，“早宣传早接种，就能为群众争
取多一点保障，少一点风险。”

白天，彭波与同事们来到村民家
中，面对面宣传疫苗接种知识，动员
大家及时接种疫苗。回到办公室，他
便拿起电话对前几日的入户村民进
行回访，面对部分村民的不耐烦和不
理解，他毫无怨言，耐心解释接种疫

苗的好处，消除大家疑虑和担忧，并
详细记录接种情况。

在持续的宣传动员下，三板村村
民对疫苗接种的知晓率和认可度有
了质的提升，但是由于最近的接种点
距离较远，老人出行不便等原因，三
板村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迟迟上不
去。对此，彭波立刻转变工作思路，
向上级申请大巴车，并全程跟进接送
到医院、体检、三针接种各个环节。
对于错过集中接种的老人，彭波还当
起了专车司机，自己开车接送老人家
到红旗文体中心进行接种。从三板
村到红旗文体中心这条路，他来来回
回已经开了上百趟。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随时都有可
能发生变化，一次去可能接种不到，
但是下一次说不定就可以了呢。”一
次次的坚持，一次次的服务，他成为
了三板村老人家心里最可靠的波
哥。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他当过“客
服”，做过“司机”，为保障群众的生命
安全筑起了一道道的铜墙铁壁。截
至目前，三板村已完成60岁以上老人
疫苗接种311人，占全村60岁以上老
人的90.14%。

采写：本报记者 宋一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社区（村居）是党和政府联系、服

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支撑。面

对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态势，金湾

区红旗镇三板村的社区工作人员，以

日夜的坚守筑起一道道战“疫”防线，

在平凡的岗位上诠释着不平凡的责任

与担当。

红旗镇三板村：

日夜坚守筑牢战“疫”防线

▶刘家婷（左一）入户
为老人进行疫苗接种初筛
工作。

金湾区已于近期完成转贷资金及信贷风险补偿金的首批合作签约。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