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编委 尚涛 值班主任 高松 责任编辑 李梅容 见习编辑 董帅奇 美编 邱耀升 校对 罗娜 组版 陈晓明

星期四 2022年6月
农历壬寅年六月初二

第177期
30
横琴潮
编辑部出版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新平台 新空间 新示范 新高地

12扫码关注“横琴潮”微信公众号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秀岑

从接到1例澳门输入新冠肺炎
阳性病例报告到确定该阳性个案的
活动轨迹、圈定密切接触者，再到基
本完成重点场所、密接、次密接者排
查，横琴疾控中心人员仅用了不到
24小时。

这背后，是横琴疾控的流调队员
闻令而动，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斗争，
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
途径，防止疫情扩散和蔓延。

“一刻也不误，一人也不漏”

时间回到6月19日凌晨，横琴疾
控中心办公室响起急促的铃声，值班
人员接到一则澳门阳性个案密接信
息，这意味着新一轮疫情警报拉响，横
琴疾控中心流调队员必须第一时间全
体集合，赶往现场。

“马上去横琴疾控中心待命”，流
调队员们手机上，工作群里的消息一
个接一个弹出来。上午6时30分，流
调队员们从香洲、金湾、斗门等地，快
速赶回合作区处置疫情，并启用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新冠病毒肺炎流调溯
源基地。

“做好个人防护，不错过一个密
接、次密接，管控人员不漏一人。”集
结完毕后，横琴疾控中心主任、副主
任医师王心达向各组传达任务要
求，在疾控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他
深知，流调溯源是一项刻不容缓、影
响疫情防控大局的重要工作，一丁
点的疏漏，都可能导致疫情的蔓延
扩散。

“流调就是与时间赛跑，与病
毒比快”

“喂！张先生您好！这里是横琴
疾控中心……”流调人员打出了第一
波流调溯源电话，此时距离全体队员
集结完毕仅过去20分钟。流调、消杀
以及后勤保障等物资准备也正在同步
开展，每个人全副武装，紧张而有序地
忙碌着。

此时，疾控中心每个人都进入
了高强度的战时状态，他们心中清

楚：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他们要与时间赛跑，要与病毒传播
比快！

同时，第一批流调溯源现场组、
消杀组协同公安、社区疫情防控人
员，迅速赶到现场，立即开展阳性病
例转运、流调溯源调查、样本采集等
工作，并对涉疫场所严格落实环境监
测采样及消杀等措施，确保把疫情控
制在“最小”范围内，避免疫情再次扩
散和蔓延。

不到一小时，现场流调溯源、环境
监测、消杀消毒人员的防护服就被汗
水浸湿，护目镜里也都是汗水，密密麻
麻的流调记录写满了几张A4纸。现
场流调结束后，他们顾不上喝水休息，

便立即赶回单位书写流调报告、上报
进展情况。

“早一分钟锁定密接，就能早
一分钟降低传播风险”

19日深夜23时许，横琴乾元酒
店18楼会议室依旧灯火通明，此起彼
伏的电话铃声和问询声交织。这里是
合作区新冠病毒肺炎流调溯源基地，
队员们正在对每条防疫信息、每个相
关环节、每名涉疫人员，全要素同步查
证，全链条追踪溯源。

为了让每一条流调信息都扎实可
靠、迅速有效,疾控中心要求每名流调
人员必须做到“三全”——全天候24
小时快速反应、全要素同步查证、全方

位联合判定。
在流调队员一遍遍深挖细排、核

实所有风险点位和风险人员后，该阳
性病例的出行轨迹渐渐变得清晰起
来。终于，在6月20日凌晨，完成涉
疫人员排查和管控工作。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不漏
掉任何一个环节”

过去一周，横琴疾控中心的全体
流调队员都保持着“白+黑”的工作强
度。每天上午，王心达依据珠海市、合
作区对流调溯源工作的最新要求，召
开工作例会，传达最新疫情情况，安排
布置各组工作。

到了深夜，会议仍在继续……在
流调溯源专题研判会上，大家围坐在
一起，汇总当日各组流调溯源信息情
况，深入开展阳性个案复盘，分析研判
存在的可能风险，不放过任何疑点。

6月23日，在处置第4例澳门输
入阳性个案时，因出关环节复杂，信息
采集量陡增。流调队员克服人员少、
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发扬不怕疲
劳、连续作战的拼搏精神，按照条块分
工，快速构建了核查框架。

疫情不停，战斗不止。自“6·19”
疫情发生以来，截至6月28日，横琴
疾控中心流调队伍已出动148人次、
对涉疫重点场所开展51次环境监测
采样；出动153人次、共监测886个点
位……为了保证流调工作不中断，长
达48小时的连续工作已是流调人的
工作常态，中途大家只轮流休息三四
个小时。

24小时深挖细查、与病毒赛跑……

他们守住了合作区“第一道防线”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6月29日，澳门IT解决方案市场
领先公司——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博维智慧”）正式启动
招股（股票代码 01204.HK），公司计
划发售约1.25亿股，九成为国际配售
股份、一成为香港公开发售股份，招
股价约为1.08-1.26港元。公司曾于
2022年 6月 9日向港交所主板递交
上市申请，保荐机构为中国通海企业
融资有限公司，预计上市日期为7月
15日。

资金用途方面，博维智慧表示，公
司上市后将聚焦内地市场，其中
43.8%用于把握大湾区的商机：通过
在横琴和南沙成立的销售及运营团
队，扩大企业IT解决方案业务的地理
覆盖范围，并在横琴建立综合营运中
心以提供托管服务；30.4%用于为两
个企业IT解决方案项目的前期成本
(不包括员工成本)提供全部或部分资
金；15.8%用作加强公司的产品开发
能力，10%用作营运资金及一般企业
用途。

博维智慧是澳门少数具备技术能
力及资源的IT服务供货商之一，一直
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可靠、端对端及优
质的企业IT解决方案并为客户承接
著名IT项目，涵盖专业IT服务及托
管服务。同时公司也通过信息安全营
运中心为多个澳门政府机构提供安全
托管服务，还从事硬件和软件的分销
及转售。

据招股书披露，目前博维智慧
的控股股东为周家俊先生，持有
83.037%的股份；珠海大横琴集团

持有 11.964%的股份；嘉猷控股有
限公司持有4.999%的股份，嘉猷是
由崔世平家族持有的投资控股公
司。

有关资料显示，按2021年的收入
计，博维智慧在澳门的IT解决方案市
场排名第一(市场份额为 25.8%)。在
过去的2019年、2020年和2021年三
个财政年度，博维智慧科技的营业收
入分别为5.03亿、4.75亿和5.34亿港
元，相应的净利润分别为2521.9万、
2985.8万和 2400.3万港元。

澳门一IT公司拟在香港上市

将在横琴建立综合营运中心

本报讯 记者钟夏 实习生伍芷莹
报道:近日，中国银行横琴宝兴支行阻
止一起针对老人的诈骗事件，帮助老
人避免30万元损失。

据了解，前一段时间，中国银行横
琴宝兴支行接待了一名白发苍苍的老
人。老人表示，他从某境外网络社
交平台上得知了一种叫“派币”的虚拟
货币，“加入微信群后，群里的人说用
手机即可参与‘挖矿’，挖到的虚拟货

币可以出售获得收益，低成本高回
报”。老人早已退休，吃穿不愁，但面
对低成本、高回报的诱惑，老人计划用
其名下的房产进行抵押，贷款30万元
再创业，成立公司进行“派币”投资。

听到“虚拟货币”“挖矿”等词，该行
行长马上意识到这位客户可能正在遭
遇网络投资类诈骗，于是立刻为老人分
析“挖矿”存在的种种疑点，并询问老人
的孩子对此事的了解，再从专业的角度

分析该笔投资风险的不可控性。
经过工作人员坚持不懈的耐心劝

解，老人意识到“天降馅饼”实则是一场
骗局，连连向银行表示感谢：“你们的专
业分析和耐心讲解对我帮助很大。”

事实上，这种以虚拟货币为噱头
的网络传销案早在三四年前就已经出
现，国外则更为普遍。此类案件特征
明显，不法分子基本都是用新的虚拟
货币概念进行炒作，通过境外社交软

件添加受害人，以“虚拟货币投资”为
诱饵，诱导民众参与投资。

中国银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与投资项目一
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以“元宇宙”、
NFT、虚拟货币等概念为噱头的投资
项目，也不要轻信所谓的“好机会”，对
于能在短时间内赚快钱的说法要警
惕，要从长远出发考虑问题，以防陷入

“虚拟货币投资”骗局。

投资“挖矿”再创业？骗人的！
横琴中行识破骗子招数，为老人避免30万元损失

由中国科协和湖南省政府合办的
“第24届中国科协年会”于近日在湖南
长沙北辰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年会主题
为“创新引领、自立自强——打造中部
崛起新引擎”，旨在推动科技为民扎实
落地，营造聚才引才良好生态，强化改
革赋能基层。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受
中国科协委托，组织澳门科技界代表参
加。为配合特区政府防疫，澳门科技界
10名代表改为线上参会。

据了解，澳门科技界代表参加于
26日下午举办的“港澳台科技工作者
圆桌对话”，推动内地与港澳台科技界
深化交流合作，团结港澳台科技工作者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建议，澳门应

结合本地特色，依托中国科协丰富的学
术和人才资源，精准对接与合作，以科
技创新合作，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
发展。“期望澳门能作为国际化交流窗
口发挥优势，促进国内与国际科技合作
与发展。”

澳门科协会长崔世平指出，中国科
协与广东省科协和澳门科协共同探索
科技，有利于推动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
领域的科研院校和企业落户深合区。
崔世平表示，希望多方携手建设“深合
区科技服务中心”、建立“深合区科协”
等，为境内外机构、企业和个人服务，并
引入国内外科技人才，为共建湾区创造
新模式。

（据澳门媒体）

澳门科技界参与中国科协年会

发挥澳门优势 推动湾区创新

琴澳·新拍客
投稿邮箱：hqrmzb@163.com

一对双胞胎在横琴花海长廊三维针雕墙前玩得不亦乐乎。 蕉下客 摄

一“模”一“样”

忙碌的流调队员。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事务局供图

为配合特区政府全民核酸检测，澳
门大学近日组织老师、行政人员和学生
义工协助有关工作。不少澳大人纷纷
走上前线，积极投入到全民核检的志愿
服务中，为疫情防控出一份力。

期间，澳大老师、行政人员和学生
分别到不同的核酸检测站点参与分流、
登记、引导、清点和搬运物资等工作，维
持现场秩序。澳大应用物理及材料工
程研究院老师许冠南主要负责登记资
料和带领黄码人士到指定区域做核酸
检测。因身穿防护衣物，每次下班时，
许冠南全身都会因汗水而湿透，“虽然
穿着这身衣服真的很热，但每次市民道
谢都让我内心感到温暖，短短一句‘谢
谢’就已经足够了。”

澳大中华医药研究院老师郑慧珊
被分配在利玛窦中学负责后勤支援，每
天负责清点货物、搬运物资等，确保物

资充足。最让她感动的是身边的义工
好像家人一样，“义工们每次休息吃饭
的时候都尽可能吃快一些，以便尽快返
回岗位继续工作，减轻其他义工的负
担。”能够和其他义工一起同心协力为
澳门付出让她备受鼓舞。

澳大法学院、绍邦书院学生钟嘉岚
作为一名义工，每次全民核检都会义不
容辞帮忙。她表示，“做义工成为了我
的习惯，也让我产生满足感。我觉得市
民有权利享有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但
同时亦有义务回馈社会。”

澳大教育学院、蔡继有书院学生张
佩雯每15分钟就要数场内和场外的人
数，然后发布在政府网页上，让大众可
以通过实时资讯了解轮流等候情况。

“由于要走来走去，身体和精神上都觉
得很累，但是我很开心，因为可以帮助
别人，回馈社会。” （据澳门媒体）

风雨同舟 共渡难关

澳门大学师生做义工助力抗疫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 通讯员李攀
报道：6月27日下午，珠海丽珠试剂股
份有限公司紧急申报的一批援澳新冠
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经拱北海关所属
香洲海关属地查检合格后装车发运，在
港珠澳大桥口岸顺利通关出口，全程不
到3小时即交付至澳门使用。据悉，这
是珠海本土企业生产的首批援澳新冠
病毒抗原检测试剂，共计21万人份。

“这批检测试剂的交付时间十分紧
张，为保障物资快速通关援澳抗疫，海
关与我们主动对接，设置绿色通道，从

审批、属地查检到口岸通关一路都非常
顺畅，着实解决了我司这次的燃眉之
急。”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海外
部经理杨梅说。

为确保援澳抗疫医疗物资高效、安
全、畅顺通关，拱北海关开设新冠病毒
检测试剂盒查检绿色通道，“一站式”解
决企业审批、产地申报、查检、放行问
题，实现“随报随检、即检即放”，在把好
质量安全关的同时，力促首批“珠海造”
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援澳抗疫通关“零
延时”。

拱北海关开设绿色通道

首批援澳“珠海造”
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零延时”通关

查证防疫信息。 环境监测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