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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虽然身处金湾，但是只
要来到市民中心，就能办理在遵义的
社保业务，不用我们再跑回老家办理
了！”6月20日，在金湾务工的赤水人
张先生，在金湾区市民中心“跨省通
办”窗口，很快完成了原归属于遵义的
部分社保业务。

张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去年7
月金湾区与赤水市、习水县携手开通

“跨省通办”政务服务，涉及赤水市、习
水县各100多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金湾区136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主

要涵盖人社、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
管等涉企、涉民事项。

现在类似这样的合作，已在更多
的领域深入进行。记者了解到，自金
湾区与赤水市、习水县开展东西部协
作以来，多元化的帮扶项目不断深入
进行，涉及教育、医疗、旅游、政务、产
业等多个方面，双方的人员交流也愈
加频繁。

今年1至5月，金湾区有关部门
与帮扶单位派出了60人次赴赤水市、
迎来赤水市 30 人次到金湾交流学

习。同时，金湾区也派出了17人次赴
习水县，迎来习水县7人次到金湾锻
炼交流，包含党政领导干部及专业技
术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金湾区与赤水市、
习水县之间，还举行了多场教师、医生
等乡村振兴专业技术人才培训，促进
两地人员实现技术互学、观念互通，涌
现出“赶集医生”彭威等一批优秀的基
层帮扶先进人物。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东西部协
作的重点。金湾人清晰地认识到，守

住来之不易的成果，要“输血”，更要“造
血”。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金湾区在赤水市、习水县两地推动“稳
岗就业”，导入企业资源增加就业岗位，
也带领当地人向外寻求工作机会。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金湾区依
托多个就业服务工作站，主动对接就
业资源与需求，帮助赤水市、习水县实
现农村劳动力就业超1500人次，并在
部分地区开展“以工代赈”项目，鼓励
当地贫困人口参与劳动、提升收入、改
善现有生活条件。

“情”牵协作大局

开展多元帮扶 巩固脱贫成果

虽隔关山万重，珠遵两地连

心。去年，珠海市结对贵州省遵

义市，拉开了珠遵东西部协作的

大幕。其中，金湾区结对遵义赤

水市、习水县，在产业、劳务、消

费、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建立

起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结。

6月16日至20日，由金湾区

多位主要领导组成的考察团一

行，来到遵义市开展东西部协作

专项调研活动。

其间，考察团走访了遵义赤

水市、习水县各地，了解产业协

作、消费协作、劳务协作等方面的

推进情况，并就下一阶段的合作

内容进行了交流探讨。

记者随行看到，虽然双方的

协作工作仅进行一年多，但是在

赤水市、习水县里所发生的变化

却有目共睹，体现在经济发展、带

动就业、乡村振兴等方方面面，共

同谱写了一曲珠遵“东西部协作”

的时代乐章。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6月17日
下午，由金湾区委政法委、金湾区司法
局主办，平沙司法所联合平沙镇综合治
理办、平沙镇团委、珠海索卡科技技工
学校承办的2022年珠海市法治宣传教
育系列活动之“青春自护 有你有我”普
法宣传进校园活动在索卡科技技工学校
学术报告厅开展。

此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主要分为两
部分。第一讲由广东运胜律师事务所律
师江紫媚对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
规进行深入的讲解。江紫媚紧紧围绕

“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主题，以
任务驱动式、问题导向法，通过深入讲
解、有奖问答、派发专题宣传资料等丰富

多彩的形式，通俗易懂地宣讲了《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
典》等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息息相关的法
律法规。

第二讲由珠海市反邪教协会宣讲团
成员陈雯婷主讲《巩固防邪防线 共建平
安家园》“远离邪教 阳光成长”防范邪教
侵害青少年的主题讲座。陈雯婷重点围
绕什么是邪教、为什么要反邪教、如何认
识邪教、如何反邪教、遇到邪教活动怎么
办等内容，手把手教会青少年学生如何识
别及防范邪教、如何防止邪教组织侵害，
自觉抵制邪教。

此外，平沙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和平
沙司法所还在校园内安排了大型法治教
育宣传图片展览，吸引了众多师生参观。

“青春自护 有你有我”
平沙镇大力推动普法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自开展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以来，金湾法院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为让三
灶镇老人更容易理解有关养老防诈骗的
知识，近日，金湾法院三灶人民法庭特意
组成粤语宣讲团，走进社区开展宣传活
动。

6月16日下午，三灶人民法庭法官
邓在闲带领粤语宣讲团成员走进三灶镇
三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开展预防养老
诈骗普法宣传。宣讲团先以发问的方式
同在座老人进行互动，拉动彼此的距
离，激发老人们对防范养老诈骗知识的
兴趣。

然后，宣讲团将已经打印成小册子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养老诈骗的五
大典型案例》派发给在场的各位老人。宣
讲团用风趣幽默的粤语向在场近50名老
人宣讲了养老诈骗的五大典型案例，通过
活生生案例让老人们知道诈骗分子的惯
用伎俩，提高他们防诈骗的警惕性。

在宣讲完典型案例后，宣讲团又向在
场的老人派发防诈骗宣传的小册子，告知
他们不要贪图便宜、端正保健理念、警惕
上门推销等。

最后，宣讲团在该养老服务站及社区
居委会放置了驻村干警联络牌，以便老人
及时得到帮助。

组成粤语宣讲团

三灶法庭开展养老防诈骗宣传讲座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6 月 17
日，由红旗园区党群服务中心主办的助
力“产业第一”财税政策宣讲会在智造大
街1栋1楼开展。共吸引了红旗镇园区
3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

宣讲会邀请了企讯网CEO朱俊颖
主讲。朱俊颖针对红旗镇园区企业对税
务筹划、财务风险管控等方面的关注重
点，结合大数据背景，对未来几年税收征
管的主要目标和措施、税收优惠政策、税
收筹划、税收风险管控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并立足企业实际问题进行了

答疑解惑。
本次宣讲会受到企业的一致好评，

并对下一期活动充满期待。“朱老师系统
全面讲解了未来税收征管改革的重点和
方向，并与时俱进，结合即将上线的‘金
税四期’给企业带来的变化，进行了多维
度的解析，同时结合实际案例让大家深
刻了解如何规避企业税务风险、如何正
确运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自身的
税负压力，对企业财税人员有很大的启
发。”威芯（珠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表示。

开展政策宣讲 助力“产业第一”
红旗镇举办财税政策宣讲会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为帮助社
区老年人预防老年抑郁症，三灶镇金海
岸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于近日联合遵义
医科大学珠海学院护理系教师郭军开展
了“预防失智症”系列活动之芳香疗法预
防老年抑郁培训，活动当天共有40多位
长者参与。

讲座在玫瑰香薰淡淡的香气中开始，
郭军首先讲解抑郁症的特点以及如何正
确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然后通过互动
问答形式检验长者对抑郁情绪和抑郁症
的理解，并通过举例说明讲解老年抑郁症
改变认知的重要性，建议长者从运动疗

法、阳光疗法、音乐疗法、美术疗法和芳香
疗法等五大方面进行调整和改变。培训
中，社工贴心地准备了甜橙、薰衣草、洋甘
菊和迷迭香等精油让长者进行吸嗅，帮助
长者放松精神和缓解心理压力。

据郭军介绍，抑郁症患者由于长时
间感觉到抑郁、沉闷、难以释怀等，容易
造成紧张、失眠、多疑等等负面情绪，身
心长期在高度紧绷紧张的状态下，而香
薰疗法具有易于操作、简便和风险低等
特点，通过刺激嗅觉进而刺激大脑中与
情绪调节相关的部分，使疲惫的身心得
到放松与安抚。

三灶镇金海岸社区

为长者开展预防老年抑郁培训

在赤水市兴睿笋业竹笋加工厂
内，大量新鲜的竹笋在这里经过分
拣、处理、分装后，将分发送往全国各
地。去年，在东西部协作平台的帮扶
下，珠海市金湾区投入援建资金超千
万元，赤水市自筹资金一千多万元建
成了该加工厂，促进赤水竹笋加工企
业规模化发展，把“小竹笋”做成了

“大产业”。
金湾人深知，好货要出山，才能

创造更大的价值。为此，金湾区积极
参与珠海市“黔货出山”工作任务，打
造了多个赤水产品直营店等销售平
台，打通“黔货出山”的渠道。

其中，赤水市农特产品直营店是粤
黔协作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占地面积
280余平方米，主营金钗石斛、旺隆苕
粉、澳洲坚果、林下菌等赤水市农特产
品。今年3月，金湾区为赤水市农特产
品直营店投入帮扶资金60万元，并撬动

社会资本300万元，助力其发展壮大。
今年以来，金湾区积极推动赤水

农特产品专柜建设工作，围绕“竹药醋
鸡酒”五张名片，建立健全常态化对接
机制，将更多赤水优质农特产品销往
珠海，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截至
目前，赤水农畜牧产品和特色手工艺
品销售额已达0.68亿元。同时，金湾
区积极推荐127个扶贫产品在珠海各
类销售平台展示销售。截至目前，线

上线下销售各种农畜牧产品和特色手
工艺产品1.3341亿元。然而，乡村振
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取得成效需
要长期稳定的合作。记者了解到，今
年以来金湾区为赤水市、习水县两地
已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约7000万元，
重点落实产业帮扶与乡村振兴工作，
致力于打造多个乡村示范点，筑牢产
业振兴的根基，为当地居民的改善生
活条件注入更多“金湾力量”。

“情”牵乡村振兴

助力黔货出山 筑牢产业根基

六月习水，绿意浓生，产业兴
旺。近日，良村镇大安村习水县现代
农业产业园内，一栋栋标准厂房林
立，园区企业生产线快速运转，员工
们正抢抓时间，加班加点赶制订单，
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

习水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是遵义
市第二个获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创建项目，也是当地规模最大、功能
最全、集约程度最高的农产品加工
集聚示范区。然而，由于推广不足、
规模小、产量小等原因，园区农特产
品在市面上的表现不温不火、未达

预期。
2021年，金湾区与习水县开启

结对帮扶以来，正式开启“一县一园”
运作模式，围绕该产业园内企业的需
求，以先进经验推动市场化运作，引
进优质市场渠道与资源，聚力把园区
打造成贵州省“农特产品加工示范园
区”。

其中，珠海汇鑫供应链科技管理
有限公司与园内企业黔道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签约，一期合作金额达2亿
元，助力黔道食品成为盒马鲜生鲜牛
肉供应商，仅上市两月便实现营业额

1亿余元，也为当地创造多个就业岗
位。

黔道食品是金湾区赋能园区企
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记者随金湾考
察团前往叶滋味、三好食品等公司看
到，这里所产出的茶叶、豆制品等产
品，经过金湾区在设计包装、技术改
进等方面的助力后，均取得了长足发
展，市场销售额不断提升。

热烈的产业协作场景，也在赤水
市得以展现。

6月 19日至 20日，记者随考察
团在赤水市走访了多家企业。在这

里，竹笋、石斛、晒醋等产品，已在市
面上成为了赤水的标志性产品。去
年以来，金湾区相继为赤水市引进了
多家企业，创造数千万元的投资额，
并有效带动当地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金湾区各企业与
组织也积极参与到东西部协作的大
潮之中。今年，金湾区社会各界与赤
水市新增两对帮扶对子，累计结成协
作帮扶达24对。此前，金湾区工商
联、金湾德光源集团、金湾区红十字
会等，为赤水市对应的帮扶对象捐资
捐物，助力东西部协作深入推进。

“情”牵区域协作

加速产业协作 创造就业机会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通讯员 张朝晖

师生参观法治教育宣传图片展览。本报记者 张洲 摄

近日，金湾法院三灶人民法庭组成粤语宣讲团，走进社区开展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赤水市曾氏晒醋。 习水县黔道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展品。

晟丰集团竹笋加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