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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帮企业代办经营事项，在
全国其他地方也办过，但给我印象最
深的还是在金湾区的体验。一进门工
作人员就热情地接待我，而且一站式
服务也真的很便捷。”珠海千方中医门
诊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经办人林少鹏
说，自己在金湾区帮企业办理营业执
照从申请到取证只花了一个星期，速
度比预期快一倍。

据了解，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根

据企业生命周期中从企业设立、准入、
投资到注销的几个重点环节，有针对
性地疏通堵点，攻克难点，不断提升企
业办事的便利度。其中，在企业设立
环节，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置了企
业开办“一窗通办”窗口，指派专员负
责业务流转，企业通过同一个窗口，递
交一套材料，由同一个工作人员即可
完成一次性办理。

此外，便利度的提升还体现在

“打包服务”上。为了让企业能够快
速开展业务，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将
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
票、员工参保、公积金开户缴存等业
务事项进行整合，从而让企业开办的
办理流程环节由6个变为1个，开办
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同时，企
业开办全流程实现了“零成本”，新开
办企业注册成功即可免费领取包含
营业执照、印章、发票和税控设备在

内的开办企业“大礼包”及免费邮寄
服务。

“过去要到窗口审核没有问题了
才能递交材料，现在只需在线上审核
材料，法人代表签名也是在线上进
行。最后办理成功拿到的‘大礼包’里
除了营业执照，还包括了公章、财务
章、发票专用章和法人私章。”珠海市
贝太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经办人王
惜琴告诉记者。

聚焦企业生命周期重点环节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手
臂就像鹤的脖子，高傲一点，对，就是这
样。”6月4日，从三灶文化中心三楼的舞
蹈教室里，传出了珠海市广场舞协会老师
叶阳教授鹤舞广场舞的声音。据悉，今年
以来，三灶镇文化中心组织各界专家，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灶鹤舞改编成
广场舞，每周六，来自三灶镇各个村居的
18支广场舞队的领队都会参加培训。

在鹤舞广场舞的教学现场，30余名
领队正在认真地学习动作，在举手投足间
展现鹤的优雅。据了解，在该舞蹈的编舞
中，叶阳将传统鹤舞的白鹤觅食、洗嘴、梳
毛等动作与芭蕾舞、傣族舞等现代舞种进
行融合，增强了其观赏性，兼顾了广场舞
以大众健身为主要目标的性质。“我今年
58岁了，是三灶镇老年大学队的领队，这
个舞好看，难度也是有的，好在我学得过
来，还需要多加练习。”邓阿姨说。

“编成广场舞之后，已有700多年历
史的鹤舞文化就更容易传播了。因为它
省略了繁重的道具，更加突显人肢体的
美感，而学习门槛又比专业的舞蹈要
低。”叶阳告诉记者。以一个白鹤跳跃的
动作为例，如果穿上传统鹤舞沉重的道
具，将很难完成，广场舞的受众又以退休
人员为主，负重做此类动作更容易受
伤。而与芭蕾舞融合改编之后，白鹤跳
跃移动变成了左右小吸腿的移动，美观
又相对简单。

据三灶文化中心相关负责人雷玲介
绍，本次鹤舞改广场舞项目共有10节
课，截至目前，领队学习课程已经完成过
半。接下来，各个广场舞队的领队将把
鹤舞广场舞传播至三灶镇的每一个村和
社区。“为了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全部队
伍的学习完成之后，我们还会举办一个
鹤舞广场舞的比赛。”雷玲说。

现代活力融进来 广场非遗舞起来
三灶跳出非遗鹤舞“新花样”

在鹤舞广场舞的教学现场，30余名领队正在认真地学习动作。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近
日，金湾区司法局、红旗司法所走进东电
化电子（珠海）有限公司（下称TDK），举
办中小企业员工培训“百万行”三年普法
行动暨服务“产业第一”普法行活动。

讲座中，广东百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侯雅觅结合劳动法，围绕企业的治理结
构、安全生产、劳动权益保障等主题，讲解
了民法典中合同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
等规定。并且通过中外法律规定对比，具
体讲解了电子劳动合同签订、员工背景信
息调查、疫情防控个人信息采集与处理、
农村宅基地继承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及
诉讼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而红旗司法所

工作人员则化身法治宣传志愿者，为讲座
现场的听众派发民法典、安全生产法、反
诈等法律宣传资料。

据了解，TDK作为一家专业从事电
子元器件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外资
企业，有员工近5000人，是红旗镇就业
人数最多的企业之一，开展普法宣传对
依法治企、推动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下一步，金湾区司法局、红旗司法所
将继续深化服务“产业第一”普法行活
动，加大对企业的法治培训力度，提升企
业员工的守法意识，推动企业开展法治
文化建设，以法治为底色，助力企业高质
量发展。

司法力量服务“产业第一”
“普法行”走进红旗镇千人大厂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近
日，金湾区税务局、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税务局联合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开展

“青春有我 税月同行”税校合作青少年
普法活动，通过视频网课的形式为在校
大学生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税法课。

课堂上，税务人员通过全面介绍税
收的基本概念、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
策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优惠政策，对师
生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大
学毕业生和实习全日制大学生个税预扣
预缴方法调整以及年度汇算清缴等相关
知识做了详细讲解，让学生们了解到，在
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无论选择了哪一条

道路，都可以勇敢地追逐心中的梦想。
“原来我们大学生属于重点创新创

业扶持人群，之前都是通过课本进行学
习，对这方面了解不多，这次税务老师们
通过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帮
助我更加直观地掌握了与大学生相关的
税惠政策，让我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2020级会计信息管理专业吴玉婷同学
说。

珠海税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将定期开展税法进校园活动，进一步
扩大税法宣传的覆盖范围和宣传效应，
将税法知识和诚信纳税意识根植于大学
生心中。

当毕业季遇上“云税课”
金湾区税校合作走进大学校园普法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近
日，在南水镇公共服务办的指导下和南
场村委会的支持下，南场村居家养老服
务站开展了“让爱从‘头’开始”义剪活
动。

义剪当天，长者们便陆陆续续来到
了居家养老服务站，他们见到社工和理
发师志愿者都很开心，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又有义剪啦，真是太好了！”随
后，志愿者便开始忙碌起来，一边问长者
喜欢什么样的发型，一边根据要求进行

义剪，还顺便聊起了家常。义剪结束后，
20余名长者全都换上了自己想要的新发
型，个个看起来神清气爽，干净利落。

据了解，南场村公交车班次有限，出
行对于长者来说不太方便。而夏季已
到，加上雨水天气，许多长者都有剪发的
需要，却无法自行前往理发店。“本次活
动从老人的实际需求出发，让老人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的理发服务，让老
人们感受到来自村居的关爱。”珠海市瑞
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让爱从“头”开始

南水镇南场村开展长者义剪活动

理发师志
愿者在帮长者
理发。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我们5个村干部拧成一股绳，所有的
改革、动员都是公平、公正、公开。书
记不饮‘头啖汤’，有好处先想着村民，
作贡献先贡献自己。”6月5日，红旗镇
沙脊村书记陈荣沛对从湛江来“取经”
的村干部们说。

能让远在广东省西南部的村干部
们前来“取经”，陈荣沛靠的是在村委
会20年的积淀。20年来，他带领村民
进行种植业改养殖业、乡村环境整治、

“三清三拆”、创美庭院项目以及村企
共建旅游新模式的打造，从最开始的
解决致富问题，到后来改善乡村环境、
寻求可持续的发展之道，一步步将沙
脊村打造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获得村民信任 他“求慢”

每一项改革和乡村治理政策的推
出，都建立在村民们的信任之上。村
民对村干部信任的建立，却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2002年以前，沙脊村以水
稻和甘蔗种植业为主，每年人均收入
仅为300元。在了解到淡水虾养殖可
能带来的收益后，陈荣沛认为“不破不
立”，首先挖掉了自家的水稻田，改成
鱼塘。村民不理解，质疑声迭起，“把
水田都挖掉了，粮食从哪里来？”

为了向大家证明改变主导产业的

可行性，陈荣沛从零开始学习，选虾
苗、选饲料、买发电机给鱼塘充氧，3
个月后，收入了1万元。示范成功之
后，村委带头，鼓励村民将水稻田全部
改为鱼塘。到了2006年，村民一年的
人均收入达到了3000元。

“吃饱饭”的问题解决了，乡村的
面貌却没有改变。2008年，陈荣沛当
选为村支书，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便是
村路上每隔100米就会堆起一座垃圾
山。怎么办？2012年，陈荣沛借环境
整治的契机，带头清理垃圾山，呼吁村
民将垃圾放置在指定位置，半年后终
于完成了包括河道和村路在内的环境
整治。

“冒险的事情，奉献的事情，村干
部带头做，村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才会信任我们，跟着我们一起
干。这个急不来的。”陈荣沛说。

以身作则改革 他“求快”

将自身得失看得云淡风轻的陈荣
沛其实是一个“急性子”，每一次乡村
振兴的政策一推出，他总是拍板保证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幸运的是，有了
十几年村民与村干部间建立起来的信
任，沙脊村总能“说到做到”。

2019年，沙脊村同步推进“三清
三拆”“三线下地”“外立面改造”与“污
水治理”四大工程。陈荣沛和村民们
一起，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在
拆除露天厕所、修整自家房屋、配合工
程队接污水管……创造了110天完成
四大工程的“沙脊速度”。

环境得到改善，为沙脊村带来了
更多的福音。完成四大工程后，同年，
在金湾区妇联的考察后，沙脊村获得
了由政府出资打造10户创美庭院示
范户的资格。陈荣沛秉着书记不饮

“头啖汤”的原则，想把机会让给村民，
但面对新政策，村民多有犹豫。于是
陈荣沛再次带头示范，在没有工程队
的帮助下，三天三夜，建好了自家的菜
园，并且不用政府资金，将自己的份额
分给其他创美庭院示范户。

小小庭院的变化让村民们看到了
大希望，在此后的两年内，沙脊村又获
得了更多的创美庭院示范户名额。沙

脊村的一河两岸，越来越美。
如今，走进沙脊村，不仅可以看到

无边无际的鱼塘，还可以看到一排排
游船、各具特色的农家小院、服务游客
的中央厨房和茶艺馆等小店。这个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正在创美庭院的
基础上和村企共建的新模式下，一步
一探地发展着旅游业和“庭院经济”。

“今年，我们又得到了50户创美庭院
示范户的名额，对发展旅游业将有更
大的帮助，将来我们整条沙脊河，都是
乡村最美的样子。”陈荣沛看着向远处
延伸的河流，眼神充满希冀。在他的

“快”与“慢”之间，沙脊村稳步向前。

“最美金湾人”沙脊村书记陈荣沛：

甘做“服务员”不饮“头啖汤”

陈荣沛在自家菜园内。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走进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五座
现代化建筑的连廊相互交织，微型花
园与湿地景观点缀其间，令人赏心悦
目，在其中A1栋、A2栋、C栋与D栋
内，分布着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的9个
办事大厅，开放式的建筑群满足了企
业经营、投资建设、税务等服务集中办
理的需求。

而与这些建筑的设计理念一致
的，是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便捷、高
效、以企业为中心的服务意识。自“产
业第一”的号角吹响以来，金湾区便着
眼于营商环境的优化，通过“一窗办”
“一码办”“一次办”“一地办”的政务服
务改革，以及从企业设立到企业注销
的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政务提速，
不断使企业与群众以“需求侧”为导向
驱动的政务服务向“供给侧”转型。

如今的金湾区政务服务大厅，正
在慢慢成为企业的“贴心人”与“点灯
人”，让企业办事不吃“闭门羹”，不走
“回头路”。

采写：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 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今年以来，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
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和政务服务改
革创新要求，深入推进“一窗办、一码
办、一次办、一地办”的“四办”集成服务
落地、落实、落细。其中，“一窗办”与

“一次办”以业务协同代替群众跑腿，把
“分头跑、挨个办”整合为“只进一门、只
对一窗”，让企业能够“一件事一次办”。

“我们近期去综合窗口咨询过企业

投资项目备案证的事项，窗口工作人员
非常认真给我们解答，还提前初审了投
资项目备案信息表，所以我们本次申报
能一次通过，顺利在33分钟内领取到
投资项目备案证。”欣旺达动力电池项
目备案证经办人告诉记者。据了解，欣
旺达动力电池项目总投资额为120亿
元，而本次备案是其报建“立项用地规
划许可”第一阶段的重要环节，正因为

快速出证，才为该项目第二、三、四阶段
的报建争取了更多时间，加快推进欣旺
达项目早日动工、早日投产。

“接下来，我们中心的投资建设窗
口将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并联
审批、联合验收等工作，为办事企业提
供更快、更优的政务服务，跑出项目建
设加速度，争取让欣旺达项目‘拿地即
开工’。”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说。
事实上，这样以业务协同代替群

众跑腿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四办”
集成服务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截至目
前，金湾政务服务大厅已有1177个事
项实现“最多跑一次”，1168个事项实
现“零跑动”，可办理“全城通办”事项
450项，“省内通办”事项983项与“跨
省通办”事项339项。

深入推进“四办”集成服务

助力项目高效落地

金湾区政务服务中心。

市民在企业服务窗口
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