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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首届金湾区大学生创
业大赛举办以来，累计吸引近万大
学生参赛。这项赛事早已成为助力
众多青年实现创新创业成才梦想的
摇篮。

“创业大赛帮助了有抱负、有想
法、有技术的大学生实现梦想，是大学
生创业锻炼和检验自身的好平台。与
评委交流过程中，就能清楚自己项目
的不足，也能感知自己的思维缺陷在
哪儿。”金湾区第七届大学生创业大赛
金奖团队——高密度绿色水产智能养
殖系统项目团队代表詹珊群告诉记
者，在当年的比赛过程中，金湾区人社
部门不仅组织免费培训而且提供了免

费办公场所，让大学生创业团队有了
面对困难的底气。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仍将延续
传统，在复赛前组委会组织线上训练
营活动对入围决赛的项目进行指导。
按照大赛规则，大赛初赛采用公开报
名方式开展项目征集工作，参赛以团
队为单位报名，允许跨校组建团队，参
赛项目以负责人所在院校报名参赛，
并且需超过一半的项目成员为负责人
所在院校。项目负责人须为金湾区内
6所院校在校大学生，核心团队成员
为金湾区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大专
学生或毕业五年内的毕业生，团队成
员数不少于3人且不多于8人。大赛

鼓励师生共创，项目专利必须为师生
共有，教师独有专利不得多于两项。
同时，金湾区6所院校可直接向组委
会推荐重点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赛新增“乡
村振兴创业赛道”。在该赛道，参赛团
队需结合三灶镇木头冲村、横石基村、
榄坑村的村居特色石头屋及木头冲珠
玑山海间、航空和悦酒店等开发项目
设计一套旅游融合发展方案，探索乡
村特色融合发展路径。届时，评审将
以项目落地带动就业等情况打分，获
奖团队毕业创业或待就业期间，可选
择现成项目，直接负责经营管理。

在奖项设置方面，此次大赛设置

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分别
给予项目团队金奖 20000 元+价值
9800元的创业课程、银奖10000元+
价值 4980 元创业课程、铜奖 5000
元+价值 1980 元创业课程作为奖
励。同时，大赛设最佳创意奖1名、最
具风采奖1名，在线投票选出“最佳人
气项目奖”1名，分别给予项目团队
1000元创业启动资金。

“乡村振兴创业赛道”将根据项目
提交的材料单独评出金奖1名、银奖2
名、铜奖 3 名，分别给予 20000 元、
10000元和5000元的奖金奖励。大
赛另设优秀组织奖（高校）3个、优秀
指导教师若干名。

新增“乡村振兴创业赛道”

获奖团队有望直接经营现成项目

金湾区第九届大学生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聚合创新力量
助力创业梦想

采写 本报记者 蒋毅槿
摄影 本报记者 张 洲

强区之道，首在人才。日前，以“智创金湾 领航未来”为主题的金湾区第九届大学生创业大赛正式启动，在为期五个
月的赛事期间，金湾区内6所院校和澳门优秀创业团队将同台竞技。

此次大赛采用校级初赛、金湾区复赛和金湾区总决赛三级赛制，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邀请企业家、创业专
家、投融资机构代表对项目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最终决出本届大赛各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赛新增“乡村振兴创业赛道”，聚焦城乡融合，将创业赛道载体与创业项目相结合，拟通过大赛
挖掘、培育、遴选一批有落地性的项目，引导金湾区大学生创业团队投身乡村振兴工作，在金湾区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勇挑
重担、建功立业。

“大赛旨在加快金湾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热情，充分展示金湾区创新创业工作成果，发现、培
育、选拔优秀创业团队和优质创业项目，持续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氛围，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大赛主办单位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违停
不仅影响道路交通秩序，而且容易引
发事故，更影响城市形象。7月 8日
起，金湾交警大队以“零容忍”的态度
开展机动车违停集中整治行动，着力
营造畅通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
环境。

近年来，为了缓解“停车乱、停车
难”问题，金湾区按照“应划尽划”原则
增加停车位，分别在三灶、红旗、南
水、平沙四镇的主干道路增设了停车位
共5444个。但违法占道停车、逆向停
车等行为仍时有发生。

在已开展的整治行动中，金湾交警
大队的12名执勤民警分为三个小组，
前往辖区内主干路，以对机动车辆“违
停”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对占用非机
动车道停放的机动车辆驾驶员，现场进
行批评教育和劝导，指引其把车辆停在
规定区域；对没有驾驶员在场的空车，
果断采取措施依法处罚。

“我们不仅希望通过严管严查来规
范停车，也希望车主朋友可以一起为深
化文明城市建设做出自己应做的贡
献。”金湾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潘金水告
诉记者，在此前一段时间里，交警已对
违停车辆车主开展了教育、劝离和处罚
相结合的方式。

潘金水表示，下一步，金湾交警大
队将持续加强违停整治力度，进一步扩
大整治战果，努力为市民出行营造一个
安全畅通、文明祥和的出行环境。

金湾交警大队开展
机动车违停集中整治行动

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
进者胜。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青年人才更是
城市的潜力、活力和希望所在。

金湾区大学生创业大赛自2013
年举办至今，共有17个院校参与，累
计参赛项目多达1450多个，参赛学生
8500多人，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共投入经费200多万元用以成功
举办历届大赛，吸引众多涉及生物医
药、信息科技、海洋产业、机械制造、绿
色农业和文化产业等领域的优秀创业
项目。

历届大赛获奖团队中不少都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以金湾区第八届大学

生创业大赛金奖团队——珠海科技学
院“粤珠科技——等离子相贯线切割
机”项目为例，该项目获奖后多次参加
国家级、省级相关赛事，今年六月被广
东省推荐参加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创
新创业年会，也是全省民办高校唯一
被推荐的项目。“我们在金湾大赛中遭
遇的问题和困难都在团队共同努力和
创业导师认真指导下得到圆满解决，
这也让我们有机会总结经验，不断打
磨，精益求精，让产品走上更大的舞
台。”该项目负责人李振祖说。

“大学生是最具活力的人才群体，
金湾的未来需要全区6所高校8万多
名大学生共同参与，需要港澳地区的优

秀青年共同参与。”金湾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金湾区结合辖区发展实际，制定了系列
支持青年就业创业的政策举措，并以大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创业实践平台，构
筑创新创业教育的长效机制。

而在不久之前金湾区出台的《金
湾区深入实施“金英计划”加快人才集
聚的若干措施》中明确提出，对符合条
件的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2000元
就业奖励。在搭建人才发展平台方
面，金湾区将加大力度建设众创空间、
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加速器等
创新创业载体，完善创业孵化服务体
系，引导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积极培育

新兴产业，并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投向金湾区上市挂牌培育库企业、经
认定的人才团队、孵化器载体内企业，
拓宽人才（团队）项目融资渠道，积极
引导金融资源向人才集聚。

目前，金湾区已在珠海科技学院、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珠海校区、珠
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地建成5个区
级创业孵化基地，为大学生自主创业
提供创业培训、开业指导、项目对接、
融资咨询、风险评估等一站式服务。
金湾区相关人士介绍，金湾区每年安
排创业专项资金，对各个创业孵化基
地进行扶持，用于基地内日常活动的
开展。

人才集聚效应持续升温

大赛让更多创新创业项目落地生根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7月 9
日，由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共青团金湾区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22
年“相约星期六”金英荟产业人才专场
交友活动之“琴棋书画诗酒花”在金湾
文化馆开展。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拓
展青年社交空间，搭建相识相知、交流
共进的青春平台，吸引近50名金湾区
优秀产业人才报名。

活动现场，单身青年们通过自我介
绍、参与破冰游戏、八分初相识、“半生
油米半生花”分组比拼、“情投意合”配
对任务等互动游戏，进一步加深对彼此
的了解。现场更有自由交流、才艺展示
及现场表白等环节，气氛热烈，经过3

个多小时的互动交流，最终有2对青年
互表心意，牵手成功。

活动主办方表示，此次交友活动以
分组游戏比拼的形式开展，大大缓解了
青年们初相识的尴尬与紧张，拉近了彼
此的距离，也为单身青年们创造了进一
步了解的机会，受到了在场单身青年的
欢迎和支持。

据了解，接下来，金湾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金湾区委员会将
继续服务好金湾区产业人才，定期举办
青年交友活动，探索各类受青年欢迎的
单身交友项目，常态化活动全年覆盖，
为金湾青年搭建线上线下交互式交
友平台。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近
日，平沙镇立新社区糖厂四巷的居民
们发现，家门口的背街小巷悄然发生
了变化：化粪池平整了、道路通畅了、
环境也变美了。

据了解，一直以来，立新社区糖厂
四巷内的道路坑洼不平、卫生环境差，
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为了让居
民有一个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今年，
立新社区以开展“民生微实事”工作为

契机，实施立新社区背街小巷道路提升
项目，对糖厂四巷进行整治提升，经过
改造施工，共整改道路面积448.6平方
米。

背街小巷挥别“脏乱差”，居住环境
得到了改善，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显
著提升。“太好了！现在巷道路面不再
凸一块凹一块的，环境也变干净了，我
们每天在这里出入都感觉舒心多了。”
看到家门口的背街小巷大变样，居民们
纷纷点赞。

据了解，接下来，立新社区党委将
继续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居民反映
强烈的问题和需求，不断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金湾区产业人才专场交友活动“缘”满落幕

平沙镇立新社区将坑洼不平道路改出“舒心路”

背街小巷展新颜 提升居民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我来负
责编织展示区”“我来负责衍纸展示
区”……7月6日下午，三灶镇中心村居
家养老服务站会议室传来了“巧手妙
心”长者手工社团骨干的讨论。为了鼓
励各社团骨干发挥余热、拓展长者社区
参与的渠道，当天，三灶镇中心村居家
养老服务站举办了“耆英荟萃”社区参
与计划之手工展。

活动前期，社工组织召开了长者手
工社团骨干会议。社团骨干轮流提出
自己的想法，为本次的手工展积极建言
献策。在社团骨干的号召下，社团成员
巧妙构思、匠心设计，完成了一件件精
致美观、亮点纷呈的手工工艺品。

举办手工展当天，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社团骨干有序引导
长者分批进入手工展现场。每个展区
陈列了各式各样的手工工艺品，有色彩
缤纷的衍纸相框画、设计精巧的编织作
品、精致实用的园艺花瓶……这些惟妙
惟肖的手工工艺品瞬间吸引了现场的
长者驻足观望，纷纷拿起了手机拍照留
念，还忍不住停下来体验了一番手工制
作的乐趣。

在社团骨干的分享和指导下，长者
们积极动手实践。简单朴素的材料在
大家的手中重新焕发着勃勃生机。手
工爱好者黄阿姨拿着衍纸相框画爱不
释手地说道：“听说服务站要办手工展，
我早早就预约好‘担凳子，霸头位’，一
饱眼福！”

发挥长者余热

三灶镇中心村举办长者手工展

经过改
造施工后糖
厂四巷。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手工展
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往届大学生创业大赛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