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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慧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产业发
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而科技
创新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
才。正是基于对人才资源重要性的
深刻认识，全市产业发展大会重磅
发布的“1+5+3”产业发展系列政策
中就包含了《加快产业创新人才集
聚十条措施》。

围绕贯彻落实“产业第一”重大
决策部署，以更加精准、更有温度的
服务，营造人才友好的发展环境，提
高人才服务效能，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工作怎样进一步升级？

“十三五”期间创新发展成果丰硕

“十三五”期间，珠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加快推进我市人社
信息化创新发展，形成了“大平台、
大系统、大数据”的发展格局，具体
实现了“四个一”：

社保业务“一平台”。我市于
2018 年 10 月上线了广东省集中式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信息系
统，助力全省社保业务省级集中，有
效实现跨业务、跨地区、跨层级的社
保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

线上服务“一网办”。全面推动
“网上办”“指尖办”“刷脸办”“自助
办”等新型服务方式，194 项政务服
务事项实现百分百网上办理，全程
网办事项占比 87%；86%的政务服务
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43 个政务
服务事项实现“秒批秒办”；95 个政
务服务事项实现“即来即办”。广泛
应用数据共享、电子证照、电子印章
等技术，人社服务事项证明材料减
少 47% ，时 限 压 缩 37% ，流 程 减 少
22%。

2020 年 6 月 30 日“珠海社保掌
上办”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养老、
医疗、工伤、失业、社保关系、社保卡
等 6 大类 61 项社保业务实现“掌上
办”。2022 年 4 月 18 日，珠海社保创
新推行“小前台 大后方”经办服务
模式，社保全业务实现“掌上办”。
上线一个月，“掌上办”接办量累计
已达 14752 单，有力推动了经办服务
数字化转型。

业务经办“一系统”。在市级统
筹建设的基础上，建成并应用集市、
区、街道（镇）、社区（村）四级联动的
人社业务经办系统，包括社会保险
（部分本地化业务）、就业创业、人事
人才、劳动关系四大业务板块为一
体的市级集中业务系统，有效支撑
跨业务、跨地区、跨层级的数据共享
与业务协同。实现全市 11 万家用人
单位、101 万就业备案人员的基础信
息、就业信息等数据集中汇聚和统
一调度。

数据汇聚“一中心”。建立全市
集中的人社数据共享平台，汇聚全
市（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社数
据资源，纵连省人社厅，横通公安、
市场监管、民政、残联等部门。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底，共有养老
待遇核发、社会保障卡、创业培训补

贴、人才引进等 26 项人社业务通过
公安信息、学籍学历信息、核酸检测
信 息 等 21 个 共 享 数 据 接 口 比 对
1001.50 万次；共有 5 个其他部门调
用了人社 16 个数据共享接口 978.06
万次。开发“数看社保”“数看就业”

“求职招聘”三大主题应用，初步开
展了数据视图分析，并实现在手机
粤政易随时查看的功能。

“智慧人社”，人社信息化创
新发展的新阶段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即将启
动珠海智慧人社项目，全面提升珠
海人社信息化发展水平，那么什么
是“智慧人社”？《广东省“智慧人社”
建设指导意见》里，坚持以人民群众
为中心、以服务驱动为主线、以业务
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
数据整合为抓手，创新应用云计算、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推进
新型“智慧人社”建设，引领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事业智能化发展，为保
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提供
强劲支撑。

从周边地市建设情况来看，佛
山、中山、惠州等珠三角地市均已完
成“智慧人社”一期项目建设。中山
市“智慧人社”项目于 2019 年开始启
动，计划分三期建设，目前处于第二
期项目实施阶段，计划 2022 年底完
成第二期项目的验收。其第二期主
要建设内容为：大数据应用支撑平
台建设和业务主题分析系统建设、
就业专项资金补贴监控及智能改
造。中山市通过建设“智慧人社”项
目，推动了人社服务水平和治理能
力迈上新台阶，优化了营商环境，提
升了公众满意度。

深圳市“智慧人社”项目目前处
于立项阶段，计划投入 2.8 亿元，以
数字化思维、数字化技术系统重塑
人社服务方式和治理模式，打造整
体、精准、主动、智能的“数字人社”，
高水平推进全市人社治理现代化。

“智慧人社”需要突破的瓶颈

回顾“十三五”期间，我市人社
信息化建设工作，初期规划的目标
和任务基本完成。但是随着建设的
不断推进和深化，在“智慧人社”建
设、助力珠海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
也面临一些亟待突破的瓶颈，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数据服务能力有待加强。人社
大数据资源体系建设还不够健全，
数据资源治理水平亟待提升，数据
深度挖掘应用不够，在支撑精准监
管、智能服务、科学决策等人才服务
方面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政务服务能力有待提升。为了
推动人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需要
进一步优化申报办法、简化资金审
批流程，探索实现人才奖补“免申即
享”“即申即享”“落地即享”，提升人
才的体验感和满意度。同时，珠海
在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及多渠道服务
整合等方面的能力还有待加强。减
材料、减环节、减时限成效仍显不
够。人才对平台申报办理事项不知
晓、不会用、体验感不优的情况还比
较突出。

信息化基础设施亟待升级。目前
人社系统服务器内存严重不足，CPU
负荷长期90%以上。受硬件资源不足
影响，大批量业务操作举步维艰，新业
务上线发布也受到一定影响。大部分
的硬件设备近10年未更换，故障率增
多，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

统筹全市“智慧人社”建设
打造4个“体系”

坚持“产业第一”，统筹全市“智慧
人社”建设，需要在前期建设形成的发
展格局基础上，紧紧围绕珠海产业定
位、发展目标、主攻方向，在更高起点、
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珠海智慧人
社项目的建设，全面推动业务规则、业
务流程从信息化到数字化转变，经办服
务模式从业务驱动向数字驱动转变。

要持续开展数字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建设，大幅提升数据质量和
使用效率，实现数据资源充分共享、
有效利用。让“用数据服务、用数据
监管、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形
成常态，5G、区块链、人工智能（AI）
等新型技术得到充分应用，形成服
务高效、治理精准、决策科学的新型
人社运作体系。

具体建立以下4个“体系”：
构建高质量数字经办体系。全

面推动人社业务数字化转型，运用
AI+RPA 等数字化技术，逐步推动社
会保险、就业创业、人事人才、劳动
关系等各领域智能审核、无感审批、
智能客服、数据自动填报等全过程
数字化转型，有效支撑“无纸化”服
务，实现服务一体化、监管协同化、
管理集约化。

构建高质量数字服务体系。全
面实现人社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
办”“秒批秒办”“即来即办”“无感智
办”，公共服务由网上掌上“可办”向

“好办易办”转变，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便企利民。

构建高质量数字治理体系。全
面实现“全数据共享”人社数据要素
价值充分释放，数据资源开放和开
发利用水平显著提升，建设“珠海人
社大数据中心”，建成各类人社主题
应用，全面实现“一屏全揽、一网监
测、一体指挥”，数字监管及辅助决
策能力显著提升。

构建高可靠基础设施体系。通
过提升信息化基础设施及安全设
施，使人社基础设施体系安全可靠，
能够更好地为信息系统的运行提供
支撑。

推动人才服务更加优质周到

加快解决用人主体和人才发展
面临的痛点难点。在吸引人才方面，
推动人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探索实
现人才奖补“免申即享”“即申即享”

“落地即享”。一是智慧人社拟建设

精准推送平台，实现人才补贴主动精
准推送，吸引产业领军人才、创新创
业团队、技能人才和青年人才。二是
建设珠海人社大数据中心，以省厅返
还数据、本局业务数据、部门共享数
据为基础，构建人才/企业画像、就业
创业、人事人才等主题库，形成人才/
企业生命周期全景档案，实现人才补
贴审核业务经办数据统一、资源集
中、数据共享。三是构建 AI 智能应
用平台，在申报环节，经过AI识别卡
证图片信息，智能申报助理实现聊天
办、自助办；在受理环节，智能录入助
理完成一次录入、正反向二次录入；
审核阶段，智能审批助理在关键敏感
业务进行辅助审批，在快捷业务进行
秒批秒办。

在推动人才服务更加优质周到
方面，一是围绕人才安居提出细化
措施。构筑人社应用秒批链，实现
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住房补贴秒
批升级，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高
技能人才、本科和硕士人员租房和
生活补贴秒批升级，做好人才服务
保障，尽最大能力解决人才发展后
顾之忧。二是发布《珠海市中小企
业员工培训“百万行”三年行动方
案》，搭建在线教育培训平台，统筹
全市各职能部门和市内外优质培训
服务机构线上培训资源，面向全市
职工、企业、培训服务机构和社会培
训评价组织，打造资源丰富、实用的
线上教育培训平台，全面提升中小
企业员工法治观念、科学素质和技
能水平。

在解决产业用工方面，智慧人
社建设大数据中心，通过多维数据
汇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算
法进行用人主体（企业）和人才（毕
业生）动态分析，如企业招工需求情
况分析、人才供求总体情况分析、人
才引进业务情况分析等，将就业创
业主题和人事人才主题集中分析和
统筹，有效解决企业招聘符合产业
发展的人才难，毕业生就业对口专
业工作不好找的问题。

以工作流程再造推动产业发展
提效能增活力。在政务服务方面，一
是业务系统升级改造，构建高质量的
数字经办与数字服务体系，通过完善
业务流程，运用人工智能、电子证照、
电子签章、数据共享等数字化技术，
业务经办系统更加智能化、人性化；
公共服务由网上掌上“可办”向“好办
易办”转变，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办
理各项业务提供便利服务。二是构
筑人社应用的存证链和签约链，实现
电子劳动合同全生命周期电子证据
保全+过程取证+区块链存证，实现
产业风险防控的良性循环。通过建
设“一站式智慧人社服务平台”，实现
涉企政策一站式精准推送、政企双向
即时互动沟通、惠企政策免申即享，
企业办事线上“一网通办”，不断提升
人力资源服务效率。

以“产业第一”为主线，以业务
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
数据融合为抓手。加快推进智慧人
社项目的建设，构建高质量的数字
经办与数字服务体系，发挥人社大
数据要素价值，让数字监管及辅助
决策能力显著提升，助力珠海产业
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珠海市社会保障
（市民）卡管理中心〕

打造“智慧人社”助力“产业第一”
理论探索

□王庆华

容国团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以拼搏进取为
核心的体育精神的生动展现，是香山
文化孕育出的精神果实，其精神内涵
可以概括为爱国、拼搏、敬业、创新。

容国团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
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
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爱国主义是容国团精神最本质的
体现。容国团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气质融入到
自己的生命里，1958 年被选入广东省
乒乓球队，就立下“三年夺取世界冠
军”的誓言。容国团被选入国家集训
队后，苦心练就直拍快攻打法，球路
广，变化多，发球精，推、拉、削、搓和正
反手攻球技术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我
国乒乓球左推右攻的传统技艺。他战
术灵活多变，独具特色，开创了我国乒
乓球“快、准、狠、变”的近台快攻技术
风格，引领时代潮流。

容国团精神是以拼搏进取为
核心的体育精神的生动展现

体育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
气质的外在展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时代记忆和奋斗节拍。曾
几何时，“东亚病夫”让中华蒙羞，“刘
长春一个人的奥运”让民族尴尬。但
就是在一次次的看似不可能中，新中
国竞技体育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自我、
涅槃重生。在一次次呐喊中、在一重
重逆境中，中国体育健儿凝结成拼搏
进取、舍我其谁的体育精神。

1960 年 5 月 25 日，中国登山队队
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将五星红旗稳
稳地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
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新
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就是从这样水平
低、条件差、基础弱的落后状态起步，
在艰苦实践的探索中迸发活力、杀出
血路。而容国团“人生能有几回搏”的
豪情，是中华民族体育精神浓墨重彩
的一笔。

容国团精神是香山文化孕育
出的精神果实

香山文化是以珠中为中心，辐射
到港澳的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期的发展、传承和变革过程中，不
仅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而且形成了别
具个性的文化特点。

香山文化发轫于近代、融汇于现
代。其内涵丰富，包括以“振兴中华、
天下为公”为己任的孙中山为代表的
革命斗争精神；以“富强救国”，开办洋
务，开启近代化的唐廷枢为代表的实
业开拓精神；以“以西方之学术，灌输
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
容闳为代表的留学精神；以“服膺马克
思主义、用生命捍卫信仰”的杨匏安为
代表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奋勇拼
搏、为国争光”的容国团精神，也是香
山文化孕育出的丰硕果实。容国团成
长于一个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贫苦海
员家庭，父亲容勉之是一位爱国的香
港同胞，给自己的独子取名为“国团”
寓意国家强大和民族团结。良好的家
风传承、香山文化的浸润是容国团精
神形成的文化根基。

容国团精神是新时代珠海需
要弘扬的精神气质

容国团精神不只属于体育界。它
是我们在逆境中拼搏奋进的助推器，
是我们在顺境里敬业创新的精神食
粮。我们将容国团精神概括为爱国、
拼搏、敬业、创新。爱国是精神支柱，
是底色。拼搏是精神动力，是羽翼。
敬业是精神实质，是主体。创新是活
力。容国团精神是时代的，又是跨越
时空的，是我们一个国家、领域、单位
和个体必须持之以恒，长久坚持和弘
扬的精神气质。

如今，作为容国团的故乡——珠
海迎来了“四区”叠加的历史机遇。市
第九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产业第
一、交通提升、城市跨越、民生为要”的
工作总抓手，珠海正在用脚踏实地的
实践来弘扬践行容国团精神，抢抓“四
区”叠加重大机遇，推动现代化国际化
经济特区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

发扬新时代的
容国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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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映宇

珠海有着丰富的文物资源。据
珠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统
计，全境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415
处，核定公布 334 处文物点为珠海市
不可移动文物。这里面祠堂类建筑

占比很大，是珠海最为重要的文化
遗产类别之一，对于祠堂类建筑保
护和利用是否到位是衡量珠海市文
物保护工作是否成功的重要一环。

祠堂，简而言之是同一族人祭
祀祖先、族人议事、族产管理、举办
各种喜庆或其它仪式的建筑场所。

这其中，纪念本地区或本村族人始
祖的祠堂一般称为大宗祠，在村中
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它特色祠
堂称为某公祠。某公祠建造时，无
论正门入口地台标高、塾台型制或
台阶数量相对大宗祠均要降低级
别，以示等级尊严。

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是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的，保护的目的是要
利用，是动力；反过来，合理的利用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是固本。

多年来，珠海市加大文物建筑
保护维修的力度，投入保护资金对
登记在册文物点进行维修，并根据
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关于促进文物
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对维修好的
文物建筑进行合理利用，准确把握
了文物利用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二是坚持依
法合规；三是坚持合理适度。对所
有维修好的文物建筑，结合其建筑
特点、社会环境和功能需要进行合
理利用，最大限度地展现了文物建
筑在新时代的价值功能，充分体现
了文物保护与时代共进，与人民共
享的理念。

祭祀是祠堂的基本功能，议事
和传统活动等是其衍生功能。对于
修缮好的祠堂，首先要考虑的是恢
复或延续其原有的祭祀功能。但同
一区域或村庄，一般会有多座祠堂，
在新时代背景下，族人或村民一般
只会选择大宗祠或其中一间有代表
性的祠堂作为祭祀场所。

顺应此潮流，珠海文物部门引
导其它维修好的祠堂发挥其社会公
益性功能，既满足了村民祭祀和纪

念传承的需求，又充分利用了资源，
值得提倡。

部分祠堂用作非遗传承基地，
如唐家翠屏祠为药线灸和唐家湾茶
果两项非遗的传承基地；唐家三庙
为金花诞非遗的传承基地。部分祠
堂用作文化传播的主讲场所、文化
活动中心或文化书屋，如斗门南门
村崑山赵公祠设立的传统文化讲
堂；会同祠设立的粤潮文化书屋。
部分祠堂由村集体或族人用作商业
功能出租给书画培训机构使用。

珠 海 的 文 物 保 护 在 坚 持 保 护
的前提下注重活化利用，维修好一
处利用一处，不闲置。在不损害原
有功能结构的情况下，适当赋予新
的使用功能，使文物建筑走进大众
生活。如今，这些文物保护点已经
成为市民感受传统文化和传统建
筑魅力，了解珠海人文历史、时代
发展脉搏以及休闲旅游的最优先
场所。通过各种活动和布展宣传，
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了解这里的
民风民俗和地理风貌，还能近距离
感受近代海洋文化对当地的影响，
探寻留学文化、敢为天下先等精神
的由来。珠海的祠堂正以其独有
的，不可代替的作用助推着时代的
发展。
（作者系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会长）

让文物建筑融入时代美好生活
——浅谈珠海祠堂类文物建筑保护再利用

文化溯源

文物建筑的保护

和利用是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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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小朋友在祠堂改成的书屋里纳凉，阅读。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