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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梓昊报道：7月6
日至7日，斗门区代表珠海市出战全
省第三届《乡村振兴大擂台》，三场精
彩生动的“探村直播”带观众沉浸式欣
赏岭南水乡之美，互动式感受丰厚历
史底蕴，多维度探索文旅农旅深度融
合的发展成果，领略斗门乡村振兴示
范带的“颜值”与实力。

6日14时，斗门区首场“探村直
播”开播，菉猗堂、斗门旧街、莲江村
悉数亮相。在主播的引导和“南粤新
乡贤”赵承华的介绍下，菉猗堂的建
筑布局和艺术价值在直播中向观众
逐一呈现。

距离南门村不远的斗门旧街，自
古以来便是一条具有集市贸易功能的
商业街，位于斗门镇核心区域，全长
500多米，它由石板路串联贯通，是中
国历史文化名街。主播带领大家来到
位于斗门旧街的店铺“胜兰”，这里在
百年前曾是一家钱庄，目前经营着陈
皮生意。“胜兰”是斗门旧街发展的一
个缩影，这条街上的建筑有明显的东
西方文化有机融合的味道，已成为岭
南建筑史上的一个活标本，正在乡村
振兴中再次焕发生机活力。

主播随后还走进了莲洲镇莲江
村。今年“五一”假期期间，莲洲镇
双创项目“莲洲有品·农夫集市”和

“莲洲有品·一家一品”在莲江村正
式运营。眼下，这里打造出“莲江古
酱”酒馆、“爱莲茶社”茶馆、巷子面
馆等 20家“一家一品”精品店铺和
42个“农夫集市”摊位，解决了70多
名村民的就业问题。截至目前，项
目为村集体和村民累计带来收入逾
15万元，单家店铺累计最高收入 1
万余元，村民就业创业、村集体增产
增收成效显著。

7日10时30分，第二场“探村直
播”走进了上洲村和接霞庄。1.5公
里长、3000多棵30多年树龄的落羽
杉村道，老人活动中心、村前西闸公

园、村内生态公园、村尾东闸公
园……走进斗门镇上洲村，美不胜收
的景色扑面而来，整个村子干净、优
美、舒适。在直播中，主播与村民亲
切交谈，怡然自乐的美好乡村生活透
过镜头呈现。

从上洲村往南驱车3公里，便来
到了位于斗门镇南门村的接霞庄。接
霞庄又称为“赵家庄”，占地面积约
53500平方米，是珠海市保存最为完
整的清代古村落庄园，2008年被评为
广东省古村落。眼下，接霞庄秀水绿
树、街道洁净，路边的时花姹紫嫣红，

芒果树、桂圆、细叶榕郁郁葱葱，荷香
亭空间敞亮遮风挡雨。

7日14时30分，第三场“探村直
播”来到石龙村和岭南大地。1.3公里
长的石龙民宿街两旁，有6套具备艺
术韵味的特色民宿开放营业，成为斗
门区全力构建全域旅游格局的积极探
索之一。在“天天惦记”民宿，主播和
民宿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这家民宿的
打造过程和管理模式，还现场采访了
在此就业的村民。

核心区域位于石龙村的岭南大地
田园综合体，是斗门区创建全国乡村

振兴示范区的强力支撑点，规划总面
积11.77平方千米，包含石龙村、东湾
村和下栏村三个行政村。在岭南大地
百草园，主播动手研磨草药，制作香气
扑鼻的中药香囊，在实践中感悟传统
中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两天三场“探村直播”以粤语为
主，亲切、活泼，突出“探村”。截至7
日18时，直播在线观看人数总计超
66万人次。直播期间送出的斗门区
文旅融合旅游套票、格力手机、莲江游
套票、斗门特产大礼包、海鲈特色礼包
等礼品，总价值超15万元。

斗门区出战《乡村振兴大擂台》

“探村直播”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

风景秀丽的斗门镇上洲村。 本报记者 吴梓昊 摄

□本报记者 康振华
实习生 黄鹏飞

“您好！请问您对公共自行车或
城市自行车的服务有什么建议？”“您
好！请问您在骑行过程中遇到过什么
问题？”“您好！请问您觉得城市自行
车骑行舒适吗……”在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每当人们途经公共自行车站
点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名中年妇女
顶着太阳，手里拿着纸和笔，热情地与
骑行用户沟通交流，收集客户意见建
议。她就是珠海市公交自行车有限公
司横琴运营管理部主任梁银兴，努力
优化骑行服务，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
好的骑行体验，方便居民游客出行，一
直是她孜孜以求的愿望。

一人当作两人用

为了引导市民低碳绿色出行、缓
解交通拥堵、建设文明城市、提升城市
品位和形象，2012年，市委、市政府授

权成立了珠海公交自行车有限公司。
2015年，所学专业为标准化工程的梁
银兴入职该公司，从督察岗开始干起，
到客服岗，再到如今的运维服务岗。
无论哪种岗位，梁银兴都尽心尽力、兢
兢业业，终于成长为一名综合性业务
能手。

近年来，该公司业务在不断地转
型发展，梁银兴一人顶替两个岗位，每
天都在繁忙中度过。她常常在单位加
班加点，以致于4岁的儿子经常打电
话给她：“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你还
没有陪我睡觉。”而她只能强忍对儿子
的愧疚柔声安慰。

领衔打造信息平台

公共自行车服务，涉及成千上万
的市民和游客。梁银兴深知，要让客
户有更好的骑行体验，服务路上无止
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为此，她积
极向科技要力量。2016年 6月，她
领衔开展技术创新，从打通信息收集
通道、工作流程规范、工作任务管理、
数据实时共享及员工管理等方面打
造专属公交自行车公司的信息工
作平台。

为了更快地梳理各岗位的职责，

她逐个走访公共自行车服务站点，与
员工探讨工作内容和流程转移，经过
半年的科技攻关和反复测试，2017年
该平台终于上线运行，每个工作步骤
更精细化，实现了线上实时信息收
集。员工的工作效率比原来提升了2
倍，而且监控了各环节的工作质量，给
用户提供更优质的骑行体验。

为合作区提供骑行服务

为了有效解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居民和游客“最后一公里”的交通问
题。2021年初，由珠海市公交自行车
有限公司负责打造横琴城市自行车项
目。梁银兴被公司“点将”负责该项目
筹备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但是梁
银兴没有退缩，更没有懈怠，她立即带
领团队开展工作，连续3个多月放弃
节假日，加班加点，圆满完成了计划方
案的制定、台账完备、现场站点走访等
各项任务。

经过周密的筹划和艰苦努力，
2021年7月，横琴城市自行车项目在
花海长廊一号驿站开始运营。

梁银兴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
服务理念，把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放

在第一位。结合市民的用车需求、用
车规律，对高精度电子围栏服务站点
运营情况进行分析梳理，优化服务站
点的调度工作，力求全面保障用户的
出行用车需要，并针对城市自行车存
在的问题和用户反馈意见，与技术部
门及合作单位积极探索解决办法。

为了提高车辆的运转率，她每天
坚持汇总服务站点车辆租借量，根据
用户的用车规律，不断调整服务站点
车辆的存量，及时为用户提供足够的
运营车辆。除此之外，她还经常总结
经验、查找不足，不断提高运营工作质
量，让横琴岛内琴澳居民、游客享受到
了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

在梁银兴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截至今年6月，横琴首批计划建设的
200个高精度电子围栏服务站点，已
完成148个站点的建设，初步覆盖了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流密集区域。
目前，横琴城市自行车项目已投放自
行车2100辆。截至7月5日，累计注
册用户超过10.7万人，日均注册用户
量约210人，单日用户最高开通量高
达1300人次；累计租车量约54.5万
人次，流通自行车日均使用频次约为
1.5-2次。

珠海市公交自行车有限公司梁银兴：

优化骑行服务 方便居民出行

□本报记者 王帆

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七大队警
务技术三级主管张丽艳，是珠海刑事
技术专业资深的“国字号专家”。从事
检验工作近20年来，对于每一个案件
的侦破，她都全力以赴。

在物证检验环节，她敏锐观察，如
同猎人般锁定物证中的有用部分，抽
丝剥茧进行鉴定，助力案件最终侦破。

近20年来，张丽艳先后荣立个人
三等功3次，获个人嘉奖5次。2022
年，她获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称号。

每一次检验都全力以赴

走进公安部门鉴定实验室，一头
短发，说话冷静，眉宇间尽显飒爽英气
的张丽艳正埋头开展鉴定工作。

在实验室，她深知每一件物证对
案件侦破的极端重要性，每次做检验
都十分慎重，怀着责任感和使命感，万
分仔细地去提取和检验，每一步都不

允许出错。近20年来，她经手上万宗
案件，比对和鉴定工作无一差错。

“案件现场提取的物证有限，物证
的检验没有弥补的机会，每一次检验
都要确保质量，不容有错，但凡有一个
环节出现错漏，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
侦破，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张丽艳
坦言，因此在整个检验过程中，压力和
紧张的心情自始至终都如影随形。

每次物证送达时，张丽艳和同事
们即刻进入状态，开始检验和鉴定。
通宵熬夜、加班加点是他们工作的常
态。“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次，三天三夜
连轴转，只在每天下午睡一小会儿。”
张丽艳说。

“实验室就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我们要通过检验鉴定和分析，让物
证开口说话。”张丽艳感慨，当案件在
实验室检验成果的帮助下，最终被侦
破时，成就感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这也是支撑我坚持下来的动力。”

帮助失散家庭圆寻亲之梦

目前，在做好协助侦破案件的同
时，张丽艳正在忙碌的还有另外一件
大事——帮助更多失散家庭早日团
圆。

自公安部“团圆行动”号角吹响

后，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设置“团圆寻
亲”寻亲生物样本免费采集点，排查采
集非正常入户人群和福利院、救助站
等来历不明人员生物样本，张丽艳主
动挑起“寻亲”工作的重担，全身心投
入其中。同时，采集点方便走失或被
拐人员及其父母不受户籍和居住地限
制，就近求助咨询和采集血样，实现

“一站式”寻亲服务，她总是忙碌地为
群众提供咨询、采集样本、分析鉴定等
工作。

今年以来，她成功帮助26个失散
家庭圆了寻亲之梦，并在香洲、拱北口
岸、斗门分局开展了多场认亲见面会，
得到群众广泛赞誉。

团圆行动中的很多个案中，孩子
和父母寻亲过程中的坎坷经历，让她
印象深刻，也让她更坚定了要帮助群
众的信念，更忘我地冲锋在前。“我非
常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让失踪被拐
儿童尽快回到父母身边，让离散家庭
能够早日团圆。”张丽艳说。

近20年经手上万宗案件 比对鉴定无一差错

“让物证开口说话”的“名侦探”张丽艳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 通讯员曾翠
琼报道：7月7日下午，珠海市金湾区
（国家级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驻深圳
招商办事处（以下简称：金湾驻深圳招
商办事处）在深圳揭牌成立。今后，金
湾区人民政府将与中南高科在招商领
域开展深度合作，力争引进更多与金
湾区产业体系相符合的优质项目落地
金湾，助力“产业金湾”建设。

今年以来，金湾区高位谋划、强力推
进全区产业发展工作，多渠道推动招商
工作全面提质提效提速。金湾驻深圳招
商办事处的成立，正是金湾区落实“产业
第一”总抓手，进一步扩展招商引资网
络，开展精准招商的积极举措。聚焦紧

紧抓住深圳及周边产业转移的机遇，金
湾区与中南高科合作共同成立金湾驻深
圳招商办事处，利用中南高科的平台资
源，主动出击，在深圳挖掘更多优质项目
资源，集中全力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
集成电路等产业项目的招商引资力度。

据了解，此次与金湾区合作的中南
高科是以新兴产业园区发展为基础，集
产学研、产业链、投资孵化、运营服务为
一体的产业服务平台，在产业发展和产
业服务方面有着成熟的经验。接下来，
金湾区和中南高科将通过优势互补，实
现金湾区项目引进和产业发展不断取
得新突破，为珠海新一轮高质量发展提
供更强有力的保障。

金湾驻深圳招商办事处揭牌

本报讯 记者佘映薇 实习生刘畅
报道：7月7日上午，格力集团与万豪国
际集团正式签署酒店管理合同，在三溪
科创小镇启动区二期项目漫舒·溪里范
围内引入万豪国际集团旗下高端精选
酒店品牌——雅乐轩。这是三溪科创
小镇首个落户的国际酒店品牌，建成投
用后将加快推动三溪科创小镇的配套
功能建设，提升区域产业招商引资的活
力和承载力。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万豪国际集团、格力集团以及香洲区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溪科创小镇发展
中心、区投资促进中心等单位相关负责
人见证了签约仪式。

漫舒·溪里由格力集团重点投资打
造，总投资超28亿元，建筑面积约12.7
万平方米，于今年4月动工，预计2025
年底竣工。项目与苏曼殊故居、简氏宗
祠等整体打造，定位集文化创新、旅游
休闲、商务办公、酒店商业、生活居住于
一体的综合产业配套基地，建成后将进
一步提升区域产业招商吸引力，打造吸
引项目、人才的“强磁场”和人才创新创
业的“活力谷”。

此次落户漫舒·溪里的雅乐轩酒
店，是万豪国际集团旗下知名酒店品
牌，在全球拥有超过170家开业酒店和
130多家在建酒店。根据规划，珠海香
洲雅乐轩酒店位于漫舒·溪里酒店功能
区塔楼八至十六层的核心区域，建筑面
积约2万平方米，约260间客房，配备
全日餐厅、酒吧、会议室、健身房等生活
休闲配套设施，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加

快推动三溪科创小镇的配套功能建设，
实现文化娱乐、社区生活、体育健康、生
态休闲等城市服务。

“不同于传统商务酒店，珠海香洲
雅乐轩致力于为精力充沛的千禧世代
旅行者提供融合前沿科技、充满活力氛
围的现代生活方式。”万豪国际集团中
国区酒店业务发展高级总监王宇介绍，
万豪国际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国际酒店
集团之一。万豪国际集团非常看好三
溪科创小镇的发展前景，雅乐轩酒店落
户漫舒·溪里，将更好地满足区域企业
商务及会议需求，为园区产业发展提供
更充沛的活力与韧性。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翟
名表示，此次万豪国际集团和格力集团
强强联手，在漫舒·溪里共同打造珠海
香洲雅乐轩酒店，将显著提升漫舒·溪
里的品牌调性和服务功能，有望成为珠
海文旅产业的一张“新名片”。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将全力支持双方合作，
为珠海文旅产业发展再添新动力。

格力集团总裁助理程敏表示：“依
托万豪国际集团的品牌影响力和管理
运营经验，以及格力集团作为珠海首家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的项目建设经
验和产业运营实力，以此次雅乐轩酒店
签约落户为契机，格力集团将充分挖掘
漫舒·溪里项目的周边自然景观和文化
IP资源，加快推动项目投资建设和招
商引资工作，不断提升三溪科创小镇启
动区的配套水平，助力珠海加速实现产
业转型与城市功能双提升。”

格力集团携手万豪国际集团

打造三溪科创小镇启动区
首个高端精选酒店

工作中的
张丽艳。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上接01版）“我们没有申请，政府
就直接给予了支持，增强了企业渡难
关、留员工的信心，延吉两个店60多名
员工一位都没有失业。”公司经理玄今
花说，不仅延吉门店的生意回暖，公司
在上海的11家店最近也恢复了营业。

企业等市场主体承载着6亿人的
就业创业，是稳住就业基本盘的关键。
今年以来，一系列部署着力助企纾困、
稳岗扩岗，一揽子政策全力促进就业、
改善民生——

对餐饮、零售、旅游等5个特困行
业企业及17个其他行业的困难企业实
行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提高企
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标准，加力落实社
保补贴、培训补贴等政策，推出一次性
留工培训补助……

1至5月，全国已有273万户企业
获得稳岗资金共计129亿元，惠及职工
5189万人。经济运行出现改善叠加稳
就业政策显效，就业形势逐渐改善。5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9%，较
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保重点群体保就业

在南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
振中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哪个暑期的就
业工作像今年7月这样繁忙。

他告诉记者，尽管毕业生已经离校，
但目前有80多家企业正面向该校进行
网络招聘。就业中心的老师们几乎每天
都在针对性地推送岗位信息给未就业毕
业生，帮助他们尽快落实就业去向。

“从6月起，一批批企业跟我们对
接招聘事宜，‘三支一扶’等基层服务项
目提速推进。”刘振中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一方面是企业
复工复产加快，许多用人单位重启此前
暂停或推迟的招聘计划；另一方面得益
于人社、教育等部门协同各方，想方设
法开拓市场化就业渠道，加快各类招考
工作进度。

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
业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需要
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近1600万
人，创多年来新高。其中高校毕业生增
加到1076万人，为历史新高。有关部
门专门出台了工作方案和多项政策，支
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稳定和促进农
民工就业。

对高校毕业生，实施百万就业见习
岗位募集计划，促进青年提升职业能
力；通过开放求职登记、完善实名帮扶
等9方面措施，对2022届离校未就业
毕业生和35岁以下失业青年集中开展
服务攻坚行动；推动各地聚合资源、归
集发布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基
层岗位，扩大基层就业空间……

对农民工，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
大力培育劳务品牌，积极拓宽务工渠
道；充分发挥就业帮扶车间等载体作
用，提供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健全
就业服务、技能培训、权益维护工作机
制，促进脱贫人口就业增收。

截至5月底，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
规模达3133万人，成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撑。

优就业服务促匹配

7月1日，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一
场“助企纾困 职等你来”专场招聘会正
在举办，普工、技工、管理等3000余个
岗位吸引了不少求职者前来。

通过现场对接，42岁的王先生顺
利找到一份护工工作：“就在家门口就
业挺好，公司会先提供培训再上岗，解
决我的技能问题。”

为搭建企业和劳动者高效对接平
台，为各类求职者提供便利，自今年春
节以来，我国持续提升就业服务，优化
就业环境，促进人岗对接。

高频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
动。正在举办的“百日千万网络招聘”
专项行动，截至7月3日，已发布各类
岗位需求近1500万人次；国家级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国家级人才市场和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同步开展专项活动，各
地也密集推出一系列招聘专场。

营造更为优质安全的就业环境。
以打击就业歧视、虚假招聘和“黑职介”
为重点，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理整
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聚焦虚
假宣传、夸大宣传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部署开展“山寨证书”网络治理工作。

加强建设零工市场支持灵活就
业。内蒙古兴安盟、山西太原等地推出
规范化零工市场；湖北在乡、镇、社区一
级建成190家“零工驿站”，为灵活就业
人员提供休憩和招工信息，日均登记求
职超过6000人次。

强化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和帮扶。畅
通失业登记渠道，开展就业援助月等专
项活动，运用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今
年1至5月份，帮扶失业人员再就业196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68万人。

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5月份以
来，就业呈现向好态势。展望下半年，
随着经济运行逐渐恢复，就业形势有望
继续改善。

同时也要看到，疫情等不利影响尚
未完全消除，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
盾依然存在，青年就业困难仍待进一步
破解。各地要落实落细各项稳就业举
措，加力巩固向好势头，切实将稳就业
这项民生头等大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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