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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今日金湾 产业聚集高地 湾区舞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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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了解到，金湾区政务服
务中心围绕金湾区“产业第一、项目
为王”工作部署，抓好“放管服”改革，
探索升级重点项目高效审批服务，扩
大实施并联审批、告知承诺、容缺受
理的服务范围，做到事前介入、热情

服务、优先审批、全程跟进。同时，加
强不同部门间协作，形成“一切围绕项
目转，一切聚焦项目干”的强大合力，
共同推进重点项目审批，达到项目快
落地、快建成、快投产的目标。

为此，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不断

强化窗口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打造一
支业务能力硬、专业知识水平高、熟悉
政策流程且具有较强协调沟通能力的
政务服务专员队伍，提供更加专业规
范、高效优质的服务，为企业群众办事
添便利、增满意。

据统计，2021年以来，金湾区政
务服务中心为金湾区内318个重点企
业、项目提供专属服务553家（人）次，
智造大街园区公共服务站接办业务
130宗，受到办事企业和群众表扬14
次。

优化服务 提高重点项目审批质效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我们
被欠薪 4年，手头只有一张语意不清
的承诺书，能想到的办法都尝试了，但
依然追讨无果，而且现在对方还没有
支付拖欠的工资。”近日，罗某某向金
湾区人民检察院反映自己被拖欠工资
的情况。

据了解，罗某某等来珠务工人员，将
拖欠工资的李某某投诉到劳动监察部
门，李某某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被法院判处刑罚。但罗某某等期望的工
资，依旧没有拿回。

在依法告知罗某某有权向法院提出
民事诉讼追讨欠薪后，罗某某表示出强
烈的诉讼意愿，但考虑到自身法律知识
欠缺、证据不足等因素，他又有所犹豫。
接访的检察官意识到罗某某的担忧，告
知其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罗
某某当即写下申请书。

为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金湾区人民检察院依法能动履职，通过
调取刑事卷宗，从中筛选出李某某的讯
问笔录、欠薪工资表、还款承诺书等关键
证据，依法向金湾区人民法院发出支持

起诉书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支持起诉程序启动后，金湾区人民

检察院、金湾区人民法院就证据采信、法
律适用、案件快速办理等问题交换了意
见，并达成共识。今年“五一”前夕，金湾
区人民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判决李
某某向罗某某支付工资85262元。拿到
判决书的罗某某激动地说：“在司法机关
的暖心帮助下，我终于可以拿回我的血
汗钱了，我还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
其他工友。”

得知李某某欠薪案判决结果后，该
案其他人员看到了希望，10名来珠务工
人员陆续来到金湾区人民检察院，提出
支持起诉申请。目前，相关人员的支持
起诉案件正在依法审查中，初步统计涉
及薪资28万余元。

金湾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院近年来积极开展民事支持起诉
工作，与金湾区人民法院联签支持起诉
工作备忘录，共同帮助来珠务工人员等
诉讼能力偏弱的特殊群众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努力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
正义就在身边。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 通讯员三灶镇
宣传办报道：4月30日，“五一”假期第
一天，大门口湿地木龙湖公园的“非遗快
闪”活动，成了三灶镇这个节假日里最吸
引人的亮点之一。

为弘扬三灶镇优秀传统文化，让三
灶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市民游客的生
活，“五一”期间，大门口湿地木龙湖公园
举办“潮玩非遗，文化三灶”为主题集表
演、展示、体验等活动。

在活动现场，不少市民游客一道同
享非遗文化乐趣，观看非遗展厅，了解三
灶传统文化，观赏三灶鹤舞、三灶狮舞表
演，并报名参加三灶剪纸、三灶编织DIY
体验，品尝三灶茶果、听三灶故事、品尝
三灶本地美食等活动。

大门口湿地木龙湖公园的非遗活
动，是三灶镇大力推广的非遗主题旅游路
线之一，以“非遗快闪”表演、非遗手工体
验，非遗产品展示、非遗美食定制售卖等
形式，为游客提供乡村非遗体验游服务。

近年来，三灶镇将非遗与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人文资
源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贯通产加销、融
合农文旅，激发本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
活力，不断赋能各村居、各景点。

据了解，三灶镇现有各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12项，其中国家级1项，省
级3项。这些来源于三灶本地百姓生活
劳作、世代延展中的传统文化，在得到传
承与发展的同时，带动产业兴旺、村民致
富，让非遗在乡村振兴中大放异彩。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4月 29
日，为发挥“群防群治”的有效作用，南
水镇综治办联合珠海市慧爱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和李兆南纪念小学，举办安全
宣传教育活动，动员未成年人放假不放
松，积极参与群防群治，促进平安南水
的建设。

本次活动通过安全知识主题讲座、
发放安全教育宣传单、安全知识有奖问
答等形式进行，内容涉及疫情防控、防
溺水、防拐骗、交通安全、用电安全、外
出安全等方面，让全体学生树立群防群

治的意识。同时，活动鼓励学生将宣传
手册带回家，与家人一起参与到群防群
治中来。

据悉，本次活动属于“红色力量·守
护平安 ——南水镇群防群治社会工作
服务项目”的活动之一，该项目自2022
年3月中旬正式启动，覆盖南水镇3个
社区和5个村居，通过充分整合各部门、
各单位、各村居联社的群众志愿服务力
量，共同参与平安创建等活动，并培育一
支守护平安的志愿者服务队，逐步提升
居民的安保意识，壮大群防群治力量。

检法联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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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毅槿

社区网格员是最基层、最平凡的
岗位，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做着不平
凡的事。一名网格员通常是辖区内
成百上千居民大事小情的第一联系
人和对口负责人，他们熟悉住户的基
本情况，了解居民最关心的热点、难
点，是大家的“贴心人”。

今年年初，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在
珠海打响。当时，对于金湾区红旗镇广
安社区来说，不仅需要全员配合进行多
轮核酸检测，而且辖区内多处楼栋进行
防控管理，可谓压力骤增、困难重重。

网格员和社区工作人员需要一
刻不停地奔走在楼宇间、不停接打电
话、不停回复微信留言，宣传政策、排
查信息、代购物资、跑腿送货、心理疏
导……他们尽最大可能满足着封控
楼栋百姓的生活需要，用细致的关爱
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

四万多步，约合30公里，这是广安
社区网格员陆志刚其中一天的微信步数。

而陆志刚的每一步都是服务广安
社区封控管理楼栋的居民时，穿着防

护服、戴着N95口罩的状态在老旧小
区来回穿梭、上下楼所产生的。入夜
后，陆志刚鞋底都磨破了。

“说不累是假的，但感觉每一步都

是在走进群众心里，这就够了。”陆志
刚淡然地说道。

与陆志刚相似的是，一张广安社
区基层工作人员林华斌的手部特写照
片在当时的朋友圈刷屏了。

2022年初，林华斌全力以赴投入
到抗击疫情第一线，冲锋在前，白天夜
里连轴转。

疫情防控中，他最常做的一项工
作是上门排查核对住户信息。他一户
一户地走访，不断地敲门，手指也因为
长时间敲门而明显红肿，甚至破皮出
血，染红了手套。

对此，林华斌总是无怨无悔。谈
及他受伤的手指，他反而觉得没什
么。在他看来，自己只是整个社区所
有基层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员，为了保
障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推进，每一个
人都在争分夺秒，忘我地工作。

疫情防控日常工作中，不管是社
区全员核酸检测点、疫苗接种点，还是
疫情防控巡查，都能看到广安社区这
些工作人员的身影。社区工作人员日
复一日细致地重复着各项疫情防控的
工作内容，但他们从未喊过一声苦，有
过一句抱怨。

红旗镇广安社区：

用行动展示硬核战“疫”力量

红旗镇广安社区防疫工作人员在进出口处查验居民的防疫相关信息。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紧扣“产业第一”

助力重点项目审批驶入快车道

4月 22日，金湾区政
务服务中心绿色通道综合
服务平台工作人员通过资
料预审、代办服务当天即完
成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全资注册的珠海粤风新
能源有限公司新企业设立
登记、公章刻制业务。这家
新成立的企业将在发电技
术服务、供电业务、新兴能
源技术研发、电机及其控制
系统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
务、工程管理服务、输电业
务等方面发挥所长，为金湾
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大家
族”增添新的产业要素。

企业的事立即办、当天
办，不仅高效推进项目落
户，还增强企业发展信心，
助力项目早开工、早建设、
早投产、早达效。这样的例
子在金湾区并不少见。金
湾区政务服务中心落实金
湾区“产业第一、项目为王”
的决策部署要求，坚持“快”
字当头、效率为先，助力金
湾区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
搭乘行政审批绿色快车。

□本报记者 蒋毅槿

“工作人员办事认真负责且热情，
五分钟内帮我们快速办理好业务。在
此非常感激！”4月1日，金湾区重点企
业航天银山电气有限公司的员工向金
湾区政务服务中心绿色通道综合服
务平台工作人员留言，感谢工作人员
在办理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窗口
实名核验业务期间，为其提供高效优
质服务。

据统计，自2018年该企业在金湾
区投资项目落地至今，金湾区政务服务
中心绿色通道综合服务平台已为该重
点企业提供政务服务达59次，业务办理
及咨询范围涵盖投资建设、商事登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户政等。服务形
式更突破窗口办事的局限，为该重点企
业提供上门走访、线上预审材料、在线业
务指导等“保姆式”贴身服务。

“我们不断强化服务意识，主动靠
前，为区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提供精准导
引服务，让企业‘一次办好’，少走弯路。”
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加
强与金湾区经济发展局、金湾区市场
监管局等部门的沟通对接，建立沟通
联动机制，保持信息互联互通，提前了
解金湾区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基本情

况及业务需求。
“过去是‘企业追着政府部门跑’，

现在‘政府领着企业跑’。”该负责人表
示，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绿色通道综
合服务平台安排专员对接，及时提供
审前咨询指导、资料预审、政策宣传等
服务，帮助企业提前做好申报材料编
制、补正工作，助力重点项目审批全面
驶入“快车道”。

靠前服务 确保项目审批一次办好

企业的事并不是都有现成解决方
案。

近期，在办理一家新公司营业执
照阶段，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绿色通
道综合服务平台为该公司投资方提供
商事登记流程介绍、资料预审、协同办
理、预约办理等一对一专属服务。

服务期间，投资方提出珠海新设立
企业能否与深圳企业一致不设立备案
秘书、疫情原因无法及时对申报资料盖
章而影响项目进度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获悉企业难点后，金湾区政务服
务中心绿色通道综合服务平台相关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对广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许可注册处近期印发的政策文件
重点内容、政策干货进行梳理解读、深
入研究，同时与金湾区市场监管局审
批人员商讨容缺机制。

随后，工作人员根据广东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下发的最新政策文件，结
合珠海市、金湾区实际，明确公司秘书

均不再进行备案的操作意见，并第一
时间告知企业操作方法，解决投资方
企业设立登记顾虑。

“‘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这
样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助力破解阻碍企
业发展的难点、痛点、堵点。”金湾区政
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聚焦问题 精准施策落实助企纾困

市民在企业办理窗口办理相关业务。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