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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佘映薇报道：5月17
日下午，珠海市香洲区专精特新企业联
合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来自香洲
区人民政府、珠海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香洲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香洲区金
融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以及110余
家专精特新企业代表参加了大会。

专精特新企业专业性高、竞争力
强，是香洲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
来源和动力。成立香洲区专精特新企
业联合会，帮助专精特新企业走上快
速发展之路，是做优香洲区企业服务
体系的一大务实举措。

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会《章程》
《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第一届理事
会、监事会成员名单，选举产生了会

长、副会长、理事、监事长、监事和秘书
长并授牌颁证。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

“小巨人”企业——珠海康晋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成当选联合会首
任会长。

香洲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香洲区
深入贯彻落实“产业第一”，紧抓“四
区”叠加发展机遇，全力推动香洲区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孕育出一批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香洲区专精特新企业
联合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培育和孵化更
多高层次的专精特新企业，分层培育、
分类服务，促进企业做精做大做强。

吴国成代表香洲区专精特新企业
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发言。他表示，
接下来，联合会将在区委、区政府的关

怀下，在区科工信局的指导与支持下，
围绕会员的需求，广泛整合社会各类
优质创新资源要素，搭建香洲区专精
特新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为会员提供
申报辅导、诊断测评、定制化商业信
息、企业家培训、宣传推广等一系列服
务，助力广大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
展之路。

会议现场还举行了银行授信签约
仪式。目前，香洲区已有20家专精特
新企业通过香洲区产业金融数字化公
共服务平台获得了逾2亿元授信。会
上，广发银行珠海分行、中国银行珠海
分行、邮储银行珠海分行分别向博杰
电子、天威技术等企业授信，金额达
1.1亿元。与此同时，香洲区专精特新

企业联合会积极与金融机构对接洽
谈，以联合会名义与广发银行珠海分
行、邮储银行珠海分行签订了总额高
达10亿元的授信协议。

签约仪式后，香洲区金融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宣讲了《香洲区关于加
强科技创新企业金融支持的若干措
施》，该政策将在贷款风险分担、贷款
贴息、上市挂牌等方面给予专精特新
企业精准数字化的金融扶持。

在分享交流环节，吴国成作了
“康晋电气的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主
题分享，并特邀广东省高成长企业服
务中心为专精特新企业作了政策申
报辅导，详细解读各级专精特新企业
遴选标准，助力企业冲刺更高荣誉。

本报讯 记者吴梓昊报道：5月17
日上午，广东南粤银行珠海斗门支行
开业，并与诚丰优品产业园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发挥金融活水赋能作用，为
斗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金
融支撑。

签约仪式上，广东南粤银行珠
海分行、诚丰优品产业园双方代表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
议，双方建立金融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充分运用各自优势进行资源互
补，为入驻诚丰优品产业园企业提
供涵盖结算理财、融资、业务咨询在
内的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此外，
广东南粤银行将为诚丰优品产业园
入驻企业融资提供总授信额超亿元
的服务。

“此次与广东南粤银行合作，将能
有效解决入园企业融资难的痛点，也
能更好探索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新模

式。”珠海诚丰优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魏荣娟表示。

“广东南粤银行进驻斗门区，
并与诚丰优品产业园实现战略合
作，开启了政银企合作的新模式，
是斗门区坚定实施‘产业第一’的
具体体现。”斗门区金融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斗门区
将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工作，以引进银行、保险、证券

等各类金融机构为重点，壮大金融
服务供给，完善地方金融配套，吸
引更多优质金融机构在斗门区落
地兴业。

据了解，诚丰优品产业园位于斗
门生态农业园，是以产促销为基础的
园区，建筑面积超 10万平方米，拥
有近3万吨规模、搭载领先技术的全
温区智能冷库，并建设配备了多种类
型的高标准厂房。

广东南粤银行珠海分行与诚丰优品产业园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金融活水赋能产业发展

近日，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和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联合
主办的《卫星对地观测下的森林碳指
标监测体系标准》论证会在北京举
行。该标准是国内首个对碳源碳汇进
行科学精准监测的团体标准，具有行
业引领和指导作用，兴业银行作为国
内首家赤道银行、绿色金融的典型银
行参与了标准编制工作。

据介绍，《标准》依托中科院空天信
息创新研究院自主研发的空天地一体
化碳监测与评估平台，融合了卫星遥
感、物联传感、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
等技术，从卫星对地观测角度，规定了
遥感森林碳指标分级体系、森林碳指标
遥感监测产品体系和监测技术体系框
架等，可实现时空动态的碳源碳汇多维
度监测，既能满足国内森林、草地、湿
地、湖泊等生态系统碳汇监测需要，也
能满足工业园区、各省市对二氧化碳监

测的技术需要。《标准》在南平先行试点
实施后有望在全国推广应用。

“本次参与《标准》制定，是我行积
极服务‘双碳’战略，持续推进碳金融
产品和服务方案创新，助力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建设，支持福建做大做强绿
色经济，增强高质量发展超越动能的
重要举措。”兴业银行绿色金融部负责
人表示。

参与编制《标准》的单位还包括中
科院、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华为、北京
林业大学、中金公司等科研机构和企
业单位。

（兴业银行珠海分行供稿）

兴业银行参与制定
国内首个碳汇精准监测标准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近日，
高新区首组智能地埋式自动升降垃圾
分类投放亭在唐中路与共乐路交叉口
西南20米正式上岗，此举作为珠海高
新区探索垃圾分类数字化、智能化的
创新举措，为周边居民日常垃圾投放
提供更加环保、更为方便的新选择。

记者在现场看到，白色主调的智
能地埋式自动升降垃圾分类投放亭采
用高山、云朵、雨滴与河流等自然景观
作为设计元素，展示出垃圾分类投放
如同水形态转变生生不息的循环理
念，4个金属材质的圆筒状垃圾投放
桶并排设置，结合亭上悬挂的显示屏
引导居民留意垃圾分类信息，养成正
确分类投放习惯。

相比传统的垃圾投放桶，地埋式
自动升降垃圾投放桶不仅看起来整
洁时尚，使用体验更是人性化十足。
每当有居民走近时，对应的垃圾投放
桶通过红外线感应后便会自动打开
顶盖，完成垃圾投放后又会自动关闭
顶盖，极大程度减少了居民在投放时
与设施的接触以及生活垃圾堆积引
起的异味、蚊虫孳生等卫生问题。

智能地埋式自动升降垃圾分类投
放亭看似占地空间不大，实则暗藏玄
机。与传统的垃圾分类桶点不同，地
埋式自动升降垃圾投放桶点的垃圾收

集桶藏在地下，每个垃圾投放口之下，
均对应一个660升容量的垃圾收集容
器以满足周边的投放需求，自带的满
溢报警系统能将清运信息及时推送，
收集容器趋于饱和会启动停止投放响
应。据介绍，地埋设施还具备除臭去

味、自动灭火等功能，以保障周边环境
卫生及安全。

据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高新
区以智慧手段使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求
新求变，为市民群众带来更多惊喜，此
次开展地埋式垃圾分类设施试点是对

垃圾分类与城市环境综合治理融合
手段的一次积极探索。未来，高新区
将持续加快推进垃圾分类智能化体
系建设，让越来越多的新科技运用到
垃圾分类处理上，持续为城市垃圾分
类智慧治理增添新举措。

高新区首组智能地埋式自动升降垃圾分类投放亭正式上岗

垃圾投放后自动关盖“藏”地下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5月15
日，唐家湾镇前环社区联合珠海高栏港经
济区艺术发展协会、珠海高新区唐家湾开
源社区发展促进中心，共同开展以“做智
慧父母，引领孩子未来”为主题的“全国家
庭教育宣传周”教育实践活动。

本期活动由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
心理行为指导师洪艳辉主讲。洪老师
的课程打破传统讲授模式，围绕“如何
培养高情商孩子”主题，带领家长和孩
子在亲子小游戏中拉近彼此间的关系，
引导家长们积极参与每个环节，给孩子
们树立好的榜样。

在亲子互动过程中，洪老师引导家
长们学习关注孩子行为背后真正的原
因，关注孩子的自主感、能力感和归属
感。同时讲解了情绪管理五步法和“三
张清单”法，帮助孩子们学会管理情绪、
提高学习专注力。

活动结束后，家长们纷纷表示，“通
过专家的讲授，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
科学的育儿方法，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家
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接下来，前环
社区将继续开展家长课堂活动，引导家
长在学习中陪伴孩子健康成长，共建家
庭教育美好未来。

唐家湾镇前环社区开展

“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教育实践活动

做智慧父母 引领孩子未来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为阻断疫
情传播风险，维护海洋渔业生产秩序，
珠海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始终把涉渔

“三无”船舶清理整治作为重中之重来
抓。记者5月17日从珠海市海洋综合
执法支队获悉，近日，该支队所属金湾、
高栏大队分别联合公安部门等，开展打
击涉渔“三无”船舶专项执法行动，一举
查扣涉渔“三无”船舶60艘。

金湾大队在近期巡查走访中发现，
一批涉渔“三无”船舶藏匿在莲塘湾和
紫竹湾的浅滩海域，利用夜色掩护从事
非法捕捞作业，由于该处水浅执法快艇
无法进入，给执法工作带来不便。根
据近期多次联合行动经验，联合行动组
于5月6日利用涨潮的有利时机，兵分
两路开展执法行动。

在海上，海洋综合执法部门和公安
部门的执法快艇密切配合封控相关海
域，防止涉渔“三无”船舶逃逸；执法人
员乘坐吃水浅的小艇对船舶逐一筛查，
核查渔业船舶证书、船名船号、船籍港
等信息，对发现的涉渔“三无”船舶依法
予以查扣，拖吊至仓库作进一步处理。

在岸上，公安干警和综治队员设置警戒
线严密管控现场，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执
法现场。行动至下午5时结束，46艘
涉渔“三无”船舶全部被吊运完毕。

5月7日，高栏大队联合属地政府
在牛鼻孔、东大堤海域开展涉渔“三
无”船舶清理整治联合执法行动，共出
动执法船艇2艘、执法车辆3辆、人员
26人，水陆并进、兵分三路开展行动。
一路在岸上进行巡查，掌握涉渔“三
无”船舶藏匿地点；一路根据岸上巡查
提供的信息，乘执法快艇在海上对涉
渔“三无”船舶进行查扣；一路由综治
队员负责在路口、查扣现场进行管控，
防止人员干扰执法。行动从上午10
时开始至下午4时结束，共查扣14艘
涉渔“三无”船舶。

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贯彻落实上级工
作部署，联合属地政府、海警、海事、公
安等部门，全力整治涉渔“三无”船舶，
从源头上遏制涉渔“三无”船舶参与违
法捕捞等行为，防范海上涉渔船舶安全
事故发生，共同筑牢海上疫情防线。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5月17
日，珠海机场发布调整进港旅客疫情防
控要求公告，即日起，新增对北京市海
淀区、丰台区、通州区，天津市北辰区、
东丽区来（返）珠人员进行信息登记，并
督促其在“健康珠海”小程序申报个人
信息，移交辖区甄别落实健康管理措
施。

根据珠海机场最新防控要求，所有
到达旅客须正确佩戴口罩，配合现场工
作人员测温、查验健康码绿码和近14
日行程轨迹无异常并进行免费落地核
酸检测采样后方可离开。其中，持健康
码红码/黄码旅客、体温异常（≥37.3℃）
及北京市海淀区、丰台区、通州区、朝阳

区、房山区、顺义区，天津市北辰区、东
丽区，佛山市南海区，广州市荔湾区，香
港特别行政区，上海市，江西省宜春市，
吉林省长春市，湛江市坡头区、廉江市，
河南省郑州市来（返）珠人员，须配合现
场工作人员登记信息，在“健康珠海”小
程序申报个人信息，并移交辖区甄别落
实健康管理措施。

此外，珠海机场疫情防控政策根据
疫情防控形势动态调整，请旅客务必关
注目的地城市疫情防控政策。旅客可
拨打珠海机场咨询热线，或通过珠海机
场微信公众号、珠海机场官网、珠海机
场官方微博等渠道了解珠海机场最新
疫情防控政策。

珠海机场调整进港旅客疫情防控要求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记者近日
从珠海驻遵义工作组获悉，自去年7
月珠海金湾区与遵义赤水市结对协作
以来，两地聚焦东西部协作两方主体、
四个协作、六个结对内容，落实新阶段
东西部协作任务，推动东西部协作取
得新突破，助力乡村振兴开新局，合力
打造东西部协作新典范。

聚焦两方主体 强化组织领导

自东西部协作以来，双方党政领
导带队组成代表团互访4次，召开金
湾·赤水东西部协作联席会（座谈会）
3次，珠海有关部门和帮扶单位领导
赴赤水开展帮扶148人次，赤水市有
关部门和单位领导到金湾区对接工作
140人次，形成了多层次、全方面、高
密度的交流对接，促进了两地协作各
项工作措施落地落实。

聚焦四个协作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两地围绕“4+”合作模式，聚焦四

个协作，高质量纵深推进产业协作、劳
务协作、消费协作、区域协作发展，激
发赤水市经济内生活力，用足用好东
西部协作、定点帮扶、金融帮扶和社
会力量参与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自东西部协作以来，金湾区投入
东西部协作资金6765.95万元，精选
项目 25个，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4
个，围绕现有资源禀赋建链、强链、延
链、补链，推动赤水“竹、醋、药、鸡、酒”
产业融合发展，为赤水产业兴旺注入
了强劲动力，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
路。2021年年底，两地通过“资源共
享、市场共建、合作共赢”协作模式，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助力赤水市农
村劳动力 926 人实现就业；帮助赤
水市销售农畜牧产品和特色手工艺
品1.05亿元，新增引导落地投产珠海
企业3家，实际到位资金2.25亿元，吸
纳农村劳动力就业146人。

聚焦六个结对 构建大协作格局

以东西部对口协作为引领，两
地围绕“赤水所需、金湾所能”原则，
聚集六个结对，通过人才互动、资源

互通、信息互享、能力互促，深入开
展结对帮扶活动，形成多领域结对
关系，构建大协作工作格局。珠海
各结对单位提供资金支持合计258
万元，捐物折款逾 14万元；珠海市

向赤水市选派党政挂职干部两人，
赤水市向珠海市选派党政挂职干部
两人，双方互派专业技术人才 26
人，累计开展线上线下讲座及培训
59场次，培训人员4800余人次。

金湾区携手遵义赤水市打造东西部协作典范

投入逾6765万元资金推进产业协作

执法人员在浅滩海域检查船舶。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珠海医生彭威（左二）教授赤水某卫生院医生腹腔镜微创手术要点。
受访单位供图

高新区首组智能地埋式自动升降垃圾分类投放亭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