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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保障有力 居民放心满意

合作区疫情防控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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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区新增一条公交线路

公交进村 便民升级

合作区人民法院及合作区人民检察院暂停现场服务

部分事项转移线上处理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报道：

6月20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
院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检察院同
日发出通告，两家单位暂时停止现场服
务，并把部分事项转移线上处理。恢复
现场服务时间将另行通知通告。

根据合作区人民法院通告，该院已
全面暂停办理现场诉讼服务。此前已安
排近期开庭、调解等诉讼活动的，将由工
作人员与当事人或代理人联系，视情况
予以改期或者通过网络方式进行。

其中，诉讼当事人、代理人可通过广
东法院诉讼服务网及“广东移动微法院”

“粤公正”等微信小程序办理各项诉讼事
宜；相关立案事项将通过在线平台申请，
经该院审核通过后，须以邮寄方式提交

书面材料；涉申诉信访事项可通过来电、
来信反映情况；开庭、调解、收取诉讼文
书等事项须提前电话联系案件承办人或
者书记员，并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网上开
庭等适当方式进行。

根据合作区人民检察院通知，
12309检察服务中心已暂停现场接待来
访服务，有计划来访的群众可通过邮寄、
网络、电话等途径申诉、控告、举报。群
众可登录12309中国检察网，根据系统
提示完成注册和反映诉求操作，并将申
诉书、身份证明、证据材料及法律文书等
电子文档压缩后作为附件上传。此外，
也可在手机上下载“检察12309”App
或通过“12309中国检察网”微信公众号
完成以上流程。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近日，为
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中小学教育
科研工作建设，以科研助推学校教学发
展，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组织召开合作区
获珠海市教育科研“十四五”规划2022
年度立项课题集中开题会。

据悉，合作区共8项课题入选，涵盖
中小学、幼儿园教学领域，聚焦学前教
育、基础教育领域课程改革的热点问
题，以课题为载体，回应“双减”背景下
对课堂教学提质、教研提质、作业提质
的新要求，多维度、多领域开展先行探
索和创新实践。

活动伊始，各课题负责人首先围绕
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

法与过程、预期研究成果等方面作开题
报告陈述。听取课题汇报后，现场专家
对本次论证的8项课题均给予了高度肯
定。专家一致认为，8项选题均与国家
政策、实践需要、自身工作密切结合，具
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此外，
专家们提出了改进建议：提炼创新且明
确的课题题目；整合专业且详实的文献
综述；进一步提出具体可操作的研究目
标与内容；细化有效的研究过程和方
法；关注研究内容的一体化设计。

接下来，各课题组将以此为起点，持
续细化研究问题，深化研究内容，优化研
究设计，在研究中提升教研工作品质，促
进合作区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合作区8项课题入选珠海市教育科研“十四五”规划
2022年度立项课题

以科研助推学校教学发展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横琴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是HPV疫苗接种单位之
一，自6月20日起开放九价HPV疫苗
线上预约。

据悉，目前我国使用的九价HPV疫
苗（俗称宫颈癌疫苗）均为美国默沙东公
司生产的进口疫苗，此类疫苗在我国的
适龄接种人群为16岁至26岁女性。自
6月20日起，珠海市的九价HPV疫苗由
原来的网上报名抽签接种调整为接种门
诊网上实名预约接种，原网上报名抽签
接种程序同时关闭。

据了解，九价HPV放号时间为每
周三、周六20时，九价HPV接种服务

时间是周三 8 时 30 分至 12 时、14 时
至 17 时 30 分，周六 14 时至 17 时 30
分（逢法定节假日暂停服务），接种地
点为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6号楼
1楼。

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黄牛”抢
号现象的发生，该预约系统设置如有
预约成功但产生退号的，该预约号立
即作废，对应预约的身份证号码需等
下个月才能再次预约。如有两次无
故爽约，系统便不再接受其预约。如
确有特殊情况无法按时接种的，需要
到接种门诊作出说明，以便相关人员
将该身份证号移出黑名单。

横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放线上预约九价HPV疫苗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近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通Z56
（“向阳村-横琴客运码头”）公交线路，
此线路在向阳村始发，是继2019年5月
Z52公交线路进入上村后又一条进村公
交线路。

据了解，向阳村、上村是合作区距离
主干道最远的两个村居，居民从村口到
主干道乘坐公交车步行距离较远。为便
利村内居民乘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联合珠海公交巴士横
琴公司经过现场调研，与小横琴社区、向
阳村、上村多方沟通了解，明确出行需
求，对比筛选多套方案，最终确定新开
Z56线路方案。

Z56公交线路从向阳村始发，经中
心大道、天羽道隧道进入上村，经停小横

琴社区服务中心、横琴口岸、横琴新家
园、粗沙环、红旗村等，满足村居互通、澳
门务工、社区服务、上学、就医等出行需
求。线路全长12.4公里，途经站点包括
横琴客运码头-横琴医院-粗沙环-横
琴新家园-濠江路口-横琴口岸-城轨
横琴站-横琴口岸西-子期北路-琴政
路口-依依桥北-天星里-姗姗桥北-思
思桥北-上村村口-天羽道路口-公交
招呼站2-向阳村。

据悉，本次线路共投入纯电动车4
辆，首末站发车时间为：横琴客运码头
06:10-21:20；向阳村06:00-21:10。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未来，将不断优化提升合作区公
共交通便利性，丰富交通出行方式，为合
作区的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交通基础。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通Z56公交线路。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近日，澳
门新一轮疫情突发，珠海市、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立即启动联防联控应
急响应机制，珠海市香洲区多个区
域、合作区全域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
施。大横琴集团认真贯彻落实珠海
市、合作区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果敢
行动、高效应对，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支
撑与保障。

在横琴口岸疫情防控一线，大横
琴集团第一时间调派逾300名员工坚
守在各个岗位，根据相关疫情防控工
作指引，落实公共区域清洁消毒，做好
旅客、工作人员、防疫岗人员进出查码

管理，在各个重要出入口及宣传展示
区域滚动播放疫情防控小知识及粤康
码、澳康码填码转码指引，有序引导过
往旅客放心、快速通关。

大横琴发展公司300多名园区
运营管理人员投入产业园区抗疫工
作，从园区工作人员、园区出入口管
理、环境消杀管理、园区防疫物资保
障等方面，做到突出重点、精准防
控。一天之内，大横琴“超级星”园区
载体共排查人员2664人，涉及澳门
行程人员55人，有澳门行程记录并
在园区公寓居住的26名居民，企业
服务团队立即将排查名单上报社区，
并做好住户沟通工作，确保住户生活

物资保障供应。
6月20日，大横琴城资公司共计

出动1000余人次，冲洗车、洗扫车、快
速保洁车等车辆50余辆，全面加强合
作区内港澳大道、天沐河、花海长廊、
码头驿站公共洗手间、10个村居公共
区域、物业集市、横琴新家园、银鑫花
园、横琴垃圾分类处理中心、总部服务
中心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的清洁、
消杀力度，每日进行3次消杀；此外，
在合作区村居设立的14个防疫围合
管理卡口，由34名安保人员开展24
小时值守，查验进村人员的粤康码、行
程码。

据了解，作为珠海支持服务合作

区建设的重要国企力量，大横琴集团
在合作区支持保障工作人员超过
2800人，多途径做好城市服务保障工
作，确保疫情防控力度不减、城市服务
保障不停。

为贯彻落实市委组织部、市国资
委党员“双报到”工作机制，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6 月 19 日-20
日，大横琴集团6家党（总）支部按计
划前往湾仔街道所辖社区协助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出动志愿者80多人
赴湾仔街道海鲜街、会展一路、碑口
村、连屏社区开展核酸检测志愿服
务，协助检测约42000人次，服务时
长约520小时。

大横琴集团全力支援抗疫一线

“猪肉能买多少？”“够卖，随便
挑！”走进横琴农贸市场，各色各类蔬
果、鲜肉及海鲜摆满各个摊档，附近
居民扫码测温后入场挑选。21日，该
市场进货整猪12头、蔬菜水果约800
斤、海鲜约350斤，负责人陈小香表示

“一切照常”。
20日，该市场猪肉销售速度有点

“吓人”，上午便售卖一空。得知这一
情况，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工作人员核
对发现，猪肉供货渠道一直畅通，备
货库存保持充裕。经过与屠宰场的
协调沟通，新一批猪肉在当天下午迅
速完成补货，周边居民依旧能够顺利
购买。

正在买菜的伍女士表示：“上午
挺多人来买菜的，现在各种菜品都很

充足，我来给朋友带点回去。”在附近
工作居住的薛先生表示：“感受到横
琴物资保障工作很给力，没有看到缺
货的现象，我们也很放心。”

数据统计，20日合作内4家重点
保供超市合计销售蔬菜约1950斤、肉
类约2210斤、米约4800斤，超市、市
场、市集货源充足，未出现供不应求现
象。

在本轮疫情中，合作区在打出
分级分类管控、全域核酸筛查、闭环
隔离转运等疫情防控“组合拳”的同
时，在民生保障领域发力。根据合
作区经济发展局综合协调部署，合
作区内9家保供超市按照日常销售
量的2至3倍备货，确保超市生活必
需品库存保持高位储备；同时，已发

放重点生活物资保供车辆通行证
116张，涵盖干货、生鲜、菜肉、米面、
粮油、药品等，运输渠道实现“不断
链”。

商超和市场在看得见、摸得着的
地方给予在岛居民信心，受到封控、
管控措施影响的400多户居民也能
感受到合作区对于民生保障的关
注。由合作区经济发展局牵头的物
资保障小组，管控当日联系超市及管
控区内的小区人员，在落实家居隔离
人数后，调动超市团队准备生活物资
包，种类包含肉、菜、面、油、盐、水
果、牛奶，搭配多元，荤素均衡。

在黄昏时分，物资已运抵现场，
由小区人员接力交付各个家庭，分发
工作至凌晨基本完成，为封控区居民

带去安心。根据工作安排，合作区前
3天将对管控区实行政府采购定量生
活物资保供，3天后将为居民提供费
用自理的个性化选择方案。

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牛敬表
示，合作区与珠海关联密切，生活物
资上岛便捷便利。本轮疫情发生
后，合作区第一时间聚焦物资供应
链环节，做好稳物价、保供应基础民
生工作。商超、市场和市集等区域
同时也属疫情防范的重点公共场
所，合作区将持续严格执行人员进
出的健康核查工作。

“我们会继续用实际行动为群众
带去信心，保障居民正常生活，不让
社会民生成为疫情防控的短板。”牛
敬说。

6月21日，横琴市场内居民在
选购蔬菜。

6月21日，横琴口岸对入境旅
客进行甄别分流。

一手抓防控，一

手保民生。横琴实

施“全岛防范”的第

二个工作日，疫情防

控形势变动带给居

民的不适应感逐渐

消退。从街角小店

带回热气腾腾的外

卖，对着大白张嘴说

“啊”……横琴居民

以新节奏迎来疫情

防控的新一天。

商超、市场“一切照常”合作区持续关注物资、物价保民生

志愿者、医护人员协同配合 合作区医疗资源随时响应
对于小横琴社区志愿者小胡而

言，本轮全域核酸检测开展以来，前
来检测的人流络绎不绝，他和其他志
愿者也随之从早忙到晚。傍晚6时
30分，记者来到横琴天沁园附近的核
酸采样点，不少刚下班的居民陆续加
入等候的队伍。

“19日那天更忙，光是这一采样
点就接待了5000人。”此时，小胡正和
其他几名志愿者轮换休息。不远处，
一个个“粉马甲”和“红马甲”正协助居

民扫码测温，长队里的居民缓步移动，
向采样窗口靠拢。小胡告诉记者：“我
们一般是早上8时过来布置场地，结
束之后的收尾工作我们也要跟进。肯
定是有些累的，不过我们顶得住。”

20日，合作区开设24个采样点，
配置102名医护人员及更多的志愿者
协作核酸采样，本轮结果均为阴性。
与此同时，6组合作区机动采样队配
合完成了涉疫人员的上门核酸采样
工作。

更多的保障措施在封控区、管控
区内得到落实执行。据悉，在本轮合
作区分级分类管控措施推行当日，小
横琴社区就排查了小区内居民的健
康情况，区域内未发现血液透析和肿
瘤术后等连续性医疗服务需求。截
至20日，封控区、管控区内的医疗保
障小组累计诊治患者6人次、电话接
诊6人次。

目前，横琴医院已暂停门诊服务，
同时保持急诊科、发热门诊正常运行，

在院多名医护人员调配至疫情防控一
线，为医疗保障、流调跟进、核酸采样
等提供支持。其中，在院医护人员共
计225人，参加核酸采样约60人。

结合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合
作区疫情防控联合指挥部表示，当前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各部门将继续
在防控实际工作中总结、完善、规范
各项具体措施，更加精准细致地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