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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企业：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珠海市委、市政府关

于促进稳外资外贸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工作部署，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珠海市分会（以下简称“珠海市贸
促会”）联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珠海办事处（以下简称

“中国信保珠海办事处”）开展2022年助力珠海“产业第
一”稳外资外贸联合行动，并制定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快
速响应、高效办理产地证、商事证明等有关措施，具体事项
通知如下。

一、服务范围
珠海市外资外贸企业
二、主要措施
（一）联合开展服务小微出口企业专项行动。支持推进

小微出口企业（上一年度海关出口额300万美元以下）通过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线申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保单工
作。中国信保珠海办事处通过赴各区、镇街驻点办公等形
式为小微出口企业“送保单、送咨询、送数字化服务”，珠海
市贸促会通过政务短信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形式进行政策
推送。

（二）联合开展企业海外经营风险防范、商事法律大讲
堂活动。通过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等平台作用，联合
中国信保的风险管理专家团队，为企业举办商事法律大讲
堂活动，帮助珠海企业有效保护自身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不
断提升珠海出口企业海外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水平。

（三）联合开展“送服务”“送政策”上门活动。通过梳理
“走出去”重点企业和重点服务清单，开展“一户一策”的精
准服务。以“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宣传
推广“走出去”支持政策，帮助企业用好RCEP政策红利，提
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商事证明办理服务。中国信保珠海办事
处通过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短期出口信用
保险、特定合同保险等为项目企业提供专业项目咨询管理
和风险保障服务。

（四）联合开展企业走访和调查研究活动。梳理重点外
资外贸企业走访调研清单，赴清单内企业现场办公，珠海市
贸促会成立服务外资企业专班，开展精准服务，打通服务企
业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暖企”“惠企”。通过走访企
业，了解掌握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和具体需求，并及时将调

研情况和问题反馈市委市政府，为珠海市外资外贸高质量
稳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五）珠海市贸促会充分发挥涉外商事法律服务专业优
势，支持企业通过调解、仲裁途径解决涉外商事纠纷，为中
小微企业提供公益性法律调解服务，帮助企业妥善、快速地
解决“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法律纠纷。中国信保珠海办事
处积极为企业提供风险管理培训，强化全流程风险管控指
导，积极协助企业减损，提升理赔服务质效；帮助企业加强
项目保后风险跟踪，提前准备应对预案，最大程度帮助企业
减损止损；加强对项目类业务报损、索赔流程的指导，切实
提高办事效率，保障企业稳定经营。

三、服务方式
（一）符合条件的小微出口企业可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www.singlewindow.cn），点击“金融服务-出口
信用-小微投保在线申领”，申请小微企业专属政策性保单；
或者联系中国信保珠海办事处线下办理（联系方式：屈经理，
电话：13380602811，邮箱：quzl@sinosure.com.cn）。

（二）其他相关业务和服务事项，请扫描二维码或致电
咨询。

市贸促会联系电话：0756-2538396；
中国信保珠海办事处联系电话：0756-3231563。

关于开展助力珠海“产业第一”
稳外资外贸联合行动的通知

珠海市贸促会微信号二维码 中国信保珠海办事处二维码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珠海市分会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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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焕松

7月9日，“那洲艺术创新园区”正式
揭牌投入运营。该创新园区是将老旧
工业厂房资源活化改造而成，围绕绘画
艺术拓展相关文化产业化发展。目前，
该园区艺术创作区已完成建设，14位艺
术家进驻。余下工程将于今年下半年
启动，预计明年年初完工。（本报7月11
日01版）

文化创意产业是绿色产业，也是朝
阳产业。唐家湾镇结合那洲村实际，因
地制宜将旧工业厂房改造成艺术创新园

区，可以说，既是在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同时
也在加强区域文化产业建设，探索后工
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艺术创新园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
重要平台和载体。近年来，随着珠海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低端制造业逐步被淘
汰，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第三产业开始发
展壮大，并逐步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需求的新兴业态和重要经济
支点。开发文化创意产业，不能凭空想
象、闭门造车，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唐家湾镇之所以在那洲村打造艺术创
新园区，不仅因为该村山水环绕、翠竹
绿道、民风淳朴，环境适合创作，还因为
那洲村是一个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古
村，同时又是著名画家、前中央美术学
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古元的

故乡。这些文化底蕴和特色资源对于
打造文化产业至关重要。

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文化
是根本，产业是载体。在时下“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可
以算得上是未来经济转型的方向之
一。如何以艺术创新园区为载体，吸引
文化艺术工作者前来那洲村创新创业，
形成文化创意产业体系，需要在特色文
化、环境营造、政策扶持等方面狠下功
夫。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古元IP的力量，
挖掘和讲好当地文化故事，努力把艺术
创新园区打造成为珠海文化产业的新
名片；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文化铸
魂、文化赋能作用，一步步变输血为造
血，推动文化产业资源要素融入乡村经
济社会发展。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规范

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推动区域文化产业
带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不仅能带来可
观的经济效益和发展机遇，还能改变经
济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空间、改善城乡
环境。珠海要紧紧抓住时代机遇，做大
做强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城市文化形象
魅力，不断增强珠海软实力。需要强调
的是，文化产业离不开专业人才，要充
分调动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
造力，引导更多人投身乡村文化建设，
鼓励创意设计、演出、音乐、美术、手工
艺、数字文化等领域的人才深入乡村、
扎根乡村、服务乡村，只有这样才能让
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艺术创新园区刚开始运营，未来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坚持守正创新，积
极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品牌项目，走出一
条文化产业赋能珠海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梅广

7月9日上午，翠香街道沿河社
区党委联合辖区共建单位市水务局
机关党委，在南华小区开展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40多名党
员、居民义工参加活动，对小区楼
道、屋顶、绿化带等公共区域进行环
境卫生清理整治，改善了居民生活
环境。（《珠江晚报》7月11日02版）

老旧小区生活环境直接关系到
居民的幸福指数。日前，针对南华
小区存在的“脏乱差”现象，沿河社
区党委联合辖区共建单位，组织40
多名党员、居民义工开展环境整治
活动，对长期困扰小区居民的环境
卫生问题进行彻底清理，使得小区
居住环境变得更加整洁，面貌焕然
一新。

一些老旧小区之所以看上去显
得“老旧”，并不完全是基础设施状
况所致，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物业
管理的缺失，甚至一些老旧小区根
本就没有物业管理。在现实生活
中，对于任何一个住宅小区来说，如
果没有专业的物业管理和高效的物
业服务，小区设施设备就会陷入失
管失养状态，小区环境美化、垃圾治

理、停车管理、秩序维护等也都无从
谈起。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老旧小区
“脏乱差”现象进行阶段性、突击性
治理，固然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这也只是解决了“眼前”问题，并
不能达到居民所期待的有序管、优
化管、长效管的理想效果。毕竟老
旧小区物业管理不只是看看大门、
搞搞卫生这么简单，而是一项专业
性很强的综合性工作，涉及到公共
素质培育、公共秩序维护、公共资源
分配、公共物业设施的维修和养护，
以及处置各种公共事件等，涵盖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实践证明，推动老旧小区进入
“物业时代”，实现物业专业化服务、
精细化管理，是从根本上改变老旧
小区“脏乱差”现状的最佳途径。针
对部分老旧小区无物业管理或物业
管理虚无状况，有条件的小区，要在
街道、社区的指导下加快召开业主
大会和成立业主委员会，由业主依
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专业化
物业管理。暂不具备条件的小区，
街道、社区则要在充分征求业主意
见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
宜、因区施策，引导小区业主自主选
择社区托管、社会组织代管、居民自
管等不同方式实现物业管理，尽可
能扩大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的普及率
和覆盖面，使其步入标本兼治的长
效化管理轨道。

推进老旧小区步入长效化管理轨道

□金观平

近日，人社部、民政部等5部门
发布《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
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要求建立零
工求职招聘信息服务制度，将零工
信息纳入公共就业信息服务范围，
并从 10 个方面督促和规范各地强
化信息、培训、帮扶服务，完善市场
秩序、场地设施、多元化供给，更好
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促进零工人
员实现就业。

零工市场是扩大就业容量、完
善就业市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打零
工”的方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特别
是在就业方式多元化的今天，加强
零工市场建设意义深远，零工市场
建设不能凌乱无章。

“打零工”对促进大龄和困难人
员就业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当前，
网络技术推动了线上就业平台普
及，但对于文化程度较低、年龄偏大
的务工人员来说，数字鸿沟是摆在
他们面前的现实难题。传统的“马
路市场”在疫情防控、治安管理，特
别是信息发布、用工对接、权益保障
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已经跟不
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在这种情况
下，应积极推动零工市场线下与线
上平台建设，创新服务产品开发和
商业模式，以适应就业多元化的发
展趋势。

传统零工市场形态，对于某些
特定的灵活就业群体和用工主体，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要强化零工
快速对接服务，建立零工“即时快
招”服务模式，优化零工快速对接
流程手续，设立零工信息快速发布
通道，组织流动招工大篷车、定向
招聘等活动，促进供需匹配对接。
此举有利于强化零工市场信息服
务，各地应切实加强互联网、大数
据等技术手段的运用，提升零工信
息服务水平。同时，可根据零工市
场的规律，如春节后外出务工、农
忙农闲时节、用工方需求等情况，
开展有针对性的定向招聘等，为灵
活就业者提供更多便于把握的就
业机会。

在零工市场，由于劳动者在工
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方面
存在一定局限性，雇佣方往往选择
具备相关技能的零工人员直接上
岗，不愿承担技能培训的成本，导
致零工从业者在技能储备方面存
在短板。因此，需强化就业创业培
训服务，相关部门应针对零工人员
的能力和素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培训方式，提供符合市场需求、
易学易用的培训，引导零工人员参
加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和新职
业技能培训。

加强零工市场建设，还应加大
对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政策的宣传力度，帮助劳动者提升
维权意识。相关部门还应依法监
督职业中介机构，严厉打击“黑中
介”，提高零工市场就业服务整体
水平，使其成为就业困难人员增收
的“福地”。

规范有序发展零工市场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
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网络主播行为
规范》。其中，对于专业类主播应取
得相应执业资质的要求引发关注。

这个行为规范明确，对于需要

较高专业水平（如医疗卫生、财经金
融、法律、教育）的直播内容，主播应
取得相应执业资质，并向直播平台
进行资质报备，直播平台应对主播
进行资质审核及备案。 新华社发

网络主播
行为规范

□刘纯银

7月3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
简称“国科大”）举行的2022年度毕业典
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一张照片被国科
大党委书记、校长李树深院士“点名”。
照片里，3 名学生簇拥着国科大现代农
学院专任教授、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志勇，背后是一
片即将成熟的金黄麦田。（7月11日《中
国青年报》）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还不是一
个农业强国。历史和现实也告诉我们，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牢
固基础，就不可能有我国的自立；没有
农业的积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国工

业的发展；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
基础，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我
国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村的全面进
步，就不可能有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
以来，为加快农村发展，促进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别，自 2004 年以
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9 年聚焦“三
农”，可见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
的高度重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三农”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广大农民的
期待更高，农业农村发展起点要求更
高。有专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最突出的短板在农业农村，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也在农业农村。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
的现代化。因此，农业农村的大论文，
需要各类人才来书写，需要更多的年轻
人写在广阔农村大地上。

把论文写在农村大地上，是造福一
方的好事。过去，由于村民缺乏技术，
农村缺少人才，不少地方农业不增产、
农民不增收等问题时有发生。近年来，
各地实施了科技特派员制度，探索出

“可复制、可推广”的产学研结合助农模
式。一位农业专家指出，农业技术本来
就不应是孤芳自赏的艺术品，要用来解
决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

把论文写在农村大地上，也是成就
自己科研事业的好事。“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广阔的农村更

是最好的科学试验场所，不少专家学者
进村入户、走进田间地头推广农业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带动农民朋友致富
奔小康。大量实事证明，在农业科研领
域，复杂高深的成果、逻辑严密的论文，
只有在田间地头开花结果，才能最终体
现真正的价值。

当前，全国各地正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更需要农业科技人才。期待有更
多专家教授，尤其是年轻人能主动对接

“三农”需求，解决农业农村实实在在的
问题，助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加快乡
村振兴的前进步伐。正如李树深院士寄
语毕业生：希望做一粒种子，向下生根、
向上生长；做一颗星星，努力发光、用力
闪耀；做一滴水珠，清澈纯粹、坦荡坦然。

期待更多论文写在大地上

□房清江

为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电
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从源头上遏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2020年10
月10日，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召开，决定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动”。记
者近日走访北京多家银行网点后发现，
目前银行对新用户开通一类账户的审
核愈加严格，若无充分理由，很难开
通。（7月11日《证券日报》）

银行配合开展“断卡”行动，旨在进

一步清理电信网络诈骗转移资金的隐蔽
渠道，以及提高非法资金取现转移的难
度，扼住电信网络诈骗资金的“咽喉”。
从维护银行支付安全、预防诈骗犯罪的
角度来说，此举无可厚非。不过，银行实
施“断卡”行为，也对储户权利进行了限
制，在“卡”住了电信网络诈骗资金脖子
的同时，也“卡”住了储户的便利。

比如，可能用来转移资金的卡是长
期不用的卡，但储户长期不用的卡并不
意味着一定就是用来电信网络欺骗的，
如果银行无法准确快速加以区别，无差
别的限制必将导致对普通储户支付的

误伤。此外，每一个储户经济实力、社
会生活能力都不一样，对支付金额的要
求也不一样，在“断卡”限额度方面，也
不能简单一刀切，要与储户正常合理的
需求相匹配。

因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银行在
实施“断卡”行动时，也需要兼顾好储
户的权益，配套并落实好服务措施，而
非单方面“一断了之”。一方面要保证
储户充分的知情权，储户的卡按规定
被限了，要在第一时间告之储户并让
其了解“解限”的规则，不能总是等着
储户发现问题之后上门“兴师问罪”，

诱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与纠纷；另一
方面，要不断优化银行对异常账户的
精准识别能力，如利用大数据核查，排
除部分长时间未用账户的异常嫌疑，
提高支付限额与储户实际需求相匹配
的智能化管理能力，尽量缩小因“卡脖
子”而误伤用户的范围。

此外，要优化“断卡”行动的配套服
务，特别是要建立“断卡”解限以及支付

“限额”后大额度支付特殊需求等，畅通
网上办理通道，让数据多跑路，储户少
跑腿。如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与保障
储户权益才能相得益彰。

银行“断卡”应保障储户的合法权益

□江德斌

10公斤苹果，纸箱重2公斤；8公斤
枇杷，有4公斤都是湿纸。水果如此包
装，你被“坑”过吗？在四川省泸州市龙
马潭区的水果批发市场，消费者类似投
诉时有发生。记者获悉，从去年开始，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保护消费者权
益委员会联合龙马潭区市场监管局，通

过调查、检查、约谈、警示等举措，向水
果包装过度“虚胖”宣战。（7月11日《中
国消费者报》）

商家在水果包装箱里填充各种物
品，诸如塑料筐、冰袋、泡沫、垫纸等，一
方面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降低水果在储
藏、运输过程中的破损率；另一方面也
增加了包装箱的重量，使得水果存在过
度包装，呈现出“虚胖”现象。这样一

来，整体增加了重量，商家赚到更多利
润，涉嫌侵犯消费者利益。

水果包装“虚胖”问题不是新问题，
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也是行业的

“潜规则”，媒体已多次揭露，监管部门
也采取措施整顿过，但均未能根除，导
致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
此，有必要制定水果包装的行业标准，
明确包装材质、填充物类型、包装所占

比例等，禁止搞过度包装，以防商家弄
虚作假。

同时，成箱水果在销售时，商家需
要明确告知消费者水果的毛重和净重，
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杜绝误导消费
的现象发生。另外，在互联网售卖水果
也应纳入监管范围，线上线下应统一标
准和规制，绝不给不良商家留下投机机
会。

水果包装去“虚胖”应有标准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