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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道：近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
澳门特别行政区劳工事务局共同主办的

“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已正式启动，在严格
落实防疫措施，切实保障实习生的健康安
全前提下，本次实习计划采取分批报到的
方式，目前已有37名澳门籍在校大学生顺
利到岗。

“澳门青年实习计划”主要面向18-45
岁澳门籍在校大学生（含本科及以上）以及
具备相关行业工作经验的澳门籍青年。首
期推出“澳门青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专
项实习计划”“澳门大学生暑期专项实习计
划”，共提供130个实习岗位。上述计划自
5月4日启动报名以来反响热烈，共吸引
544名澳门籍青年报名。

根据当前疫情形势变化，合作区民生事
务局经全面评估，首期专项计划采取分批次
报到实习的方式，先组织目前在内地低风险
地区居住的澳门籍实习生分批报到实习。
当前已到岗的37名澳门籍在校大学生参加
的是“澳门青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专项
实习计划”，将在合作区执委会下属九个工
作机构实习，工作范围涉及政策规划、立法
研究、招商引资等领域，可让澳门籍学生更
加深入了解合作区的战略定位、发展规划、
政策措施，增强他们到横琴创业就业的意
愿。

即将启动的“澳门大学生暑期专项实
习计划”由珠海市、合作区范围内现代金
融、人工智能、信息科技等行业领域的优秀
企业提供暑期实习岗位，自7月18日起，亦
将有17名符合疫情防控条件的实习生上
岗。

对于受疫情影响未能到岗的实习生，合
作区民生事务局将保留实习生的实习名额，
适当延长本次实习活动结束期限，具体报到
时间将视疫情发展情况及珠澳口岸通关政
策进行动态调整。如因疫情或学业等原因，
最终未能参加实习的实习生，可在“澳门青
年实习计划”后续举办的相同实习计划中获
得优先录取权。

据悉，“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是合作区打
造的常态化、滚动式实习实践项目，规划于
本年7月至12月期间推出7-8个专项实习
活动。后续主办方将根据实习计划开展状
况，以及澳门籍青年的需求与反馈进行优化
调整，陆续推出商贸、文旅、会展等领域的专
项实习计划，从多维度覆盖不同澳门籍青年
群体，为澳门青年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提供
更广阔的平台，为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培
养更多优质人才。

合作区“澳门青年
实习计划”顺利开启
已有37名澳门籍在校大学生到岗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道：7月
15日，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股份代号为
1204。上市首日，公司股价涨超7%，截止
17日，上涨12.96%，报1.22元/股。总成交
量为4073万股，总成交金额约为4866万港
元。全日最高位为1.35元/股。

博维智慧是澳门IT解决方案市场的领
先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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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博维智慧率先成立澳门第一个网
络 安 全 运 营 中 心 ，并 于 2019 年 获 取
ISO27001安全认证及成功通过考核加入
FIRST全球网络安全行业组织。

为了更好地探索业务拓展空间，博维智
慧转身投向与澳门仅一水之隔的横琴。
2014年，博维智慧在横琴注册设立珠海博
维网络信息有限公司。2017年始，博维智
慧将网络安全监控业务的部分技术服务转
移至横琴，并将横琴作为进入大湾区发展的
第一站。

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家俊早
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可以通过横琴
增强自己的实力，进入内地市场，使公司成长
壮大起来。同样，我们也可以借助澳门的平
台，把内地一些好的技术、产品输出到海外。”

目前，博维正积极布局大湾区市场。公
司计划将从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用于开
发及把握大湾区商机，加强产品开发能力。

“广州南沙在地理位置上是大湾区的中
心点，也将成为公司在国内业务的中心点。
同时，横琴的发展依靠国家战略，我们必定
会利用好合作区的舞台在科技创新上取得
更大突破。博维作为一家以澳门为根、在港
上市的公司，将为带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贡献力量。”周家俊表示，公司未来计划以
横琴、广州南沙为“双核心”，平衡发展科技
创新及持续扩大业务市场覆盖范围。

博维智慧开市首日
交投活跃
将进一步完善大湾区布局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子怡
见习记者 伍芷莹

7月13日以来，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多日开展大规模核酸采样工作。
尽管炎阳炙人，合作区内的核酸采样
点仍有一群年轻的面孔活跃在志愿者
的队伍中：在新家园社区，有6名来自
大学和中学的学生轮班上阵参与志愿
服务；在下村社区，有4名中学生连续
三日到岗……这群“90后”“00后”默
默用自己行动，在高温下争做“守望
者”，用汗水诠释青春底色。

“老”面孔的年轻人
带动更多同学加入志愿队伍

横琴一中的学生志愿者廖志涵已
经是下村社区志愿活动的“老面孔”
了，在近期连续多日开展的大规模核
酸检测中，每天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虽
然他的志愿服务时长早已达到学校要
求，但他依然很乐意来参加志愿服务：

“不仅能帮助别人，还能通过志愿活动
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谈及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防
疫志愿者，廖志涵告诉记者：“我爸爸
是医疗工作者，我妈妈是教职工，他
们平常会经常参与到抗疫工作中。”
在近期澳门暴发疫情后，廖志涵的父
亲一连十多天都坚守在岗位上，积极
做好对从澳门来珠隔离群众的检测工
作，其母亲则在学校参与防疫志愿活
动。受到父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
神感染，廖志涵也积极参与到防疫活
动当中，用行动践行青春使命。“这已
经成为我当下生活的一部分，顺利做
好每天的志愿服务工作，我会觉得很
有荣誉感。”

在廖志涵的带动下，他的同班同
学徐棨君也加入到防疫志愿队伍中，
与廖志涵并肩战“疫”。“从廖志涵那里
得知他在做志愿者，我觉得非常有意
义，所以我也和他一起报了名。”徐棨
君表示，他希望自己能和廖志涵一样，

把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传递下去。

“被晒黑也没关系”
邻家女孩忙在防疫一线

15日中午，34摄氏度的高温让街
上行人纷纷躲到阴凉处避暑。在下村
社区核酸采样点内，随着前来核酸检
测的人流量减少，连续三天到岗的学
生志愿者曾奕脱下防护服暂作歇息。
新一轮疫情袭来，平时喜欢来社区教
小朋友画画的曾奕，听到社区防疫工
作需要人手就立刻赶来了。

正读初一的曾奕是学生志愿者
中年龄最小的，但她依然和其他志
愿者一样，顶着烈日，认真完成自己
的每一项工作。“虽然有些怕晒黑，
但我想自己是来做志愿者，并不是
出来玩的，所以休息时间里我会抹
一点防晒霜，没有时间的话就坚持
一下，一天很快会过去的。”曾奕坚
定地说。

除了曾奕，今年17岁的张海瑶和
母亲也是一对“铿锵玫瑰”。疫情发生
后，张海瑶的母亲只要在社区群中看
到招募志愿者的链接，都会转发给女
儿，热情地招呼女儿一起去。“我妈妈
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张海瑶说，只
要社区有志愿活动，妈妈都会积极参
加，“我做志愿者，主要是受到了妈妈
的影响，也想为社区贡献一份自己的
力量。”

记者采访时，张海瑶在横琴四塘
村核酸采样点的志愿服务已经开始，
从8时到17时，除了短暂的休息，张
海瑶一直在现场引导前来做核酸检测
的居民如何配合查验行程码，帮助上
了年纪的长者操作智能手机。

“做志愿者是会有点累，但防疫工
作人员更加辛苦，希望疫情尽早过
去。”见证防疫工作人员日常点滴的张
海瑶发自肺腑地表达自己内心真挚的
祝愿。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秀岑

本轮疫情发生之初，珠海市委、
市政府迅速集中精干力量，细致深
入开展流调溯源工作。横琴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也迅速派出一支流行病
学调查队伍支援，带领这支队伍的，
就是“95后”香港女孩张烨。

临危受命 勇担重任

2020年，张烨毕业于广州中医
药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到横琴成为
一名流调员。虽然入职不到两年，
但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让张烨
得到快速成长。

电话流调、现场勘查走访、环境
采样……自2021年入职以来，大大
小小的疫情流调现场都有张烨的身
影。在工作中，她的坚韧和勇于突
破的工作态度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

7月14日，横琴流调队伍进入
珠海市新冠肺炎疫情现场联合流
调基地正式开展工作，由于该队队
长因封控无法外出，张烨临危受
命，勇担横琴流调队临时队长一
职。

“我们组一共有8名成员，队
长主要负责统筹下发任务。在这
过程中，我需要考虑的事情变得
更多，得到的锻炼也更大。”张烨
告诉记者，因为流调的任务非常
细致，她需要根据队员的个性合
理分发任务，确保各成员之间高
效配合。

面对全新的考验，张烨迅速转
变角色，带领单位流调队伍将风险
隐患排查清楚，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让疫情防控更加“紧严细实”。

追踪踪迹 争分夺秒

14日晚，市新冠肺炎疫情现场
联合流调基地依旧忙碌不停。张烨
穿梭在队员之间，及时掌握工作进

展，当队员遇到困难或下发数据线
索较多时，她会随时上前补充“火
力”。等到所有成员当天任务完成
后，已是凌晨一两点，这时张烨需要
汇总当日跟踪病例的各类数据和信
息，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总结，向领导
汇报。

这是张烨第二次参与珠海市大
规模流调溯源和防控工作，距离上
一次已经过去半年时间，她在工作
中也比上一次更坚毅、耐心、从容：
一方面，在队伍建立伊始，就明确初
筛分类、电询复核、研判分析、复盘
讨论等工作流程，带领队员熟悉流
调全流程；另一方面，张烨要求对数
据要精准核查，确保无误，每天做好
总结，加深对任务的理解、提前预判
可能遇到的问题。

“进入市新冠肺炎疫情现场
联合流调基地四天，大家一共只
睡了4个小时，人近乎到了‘没电’
的状态。”在加入市新冠肺炎疫情
现场联合流调基地前，张烨与队
员们已在横琴疫情流调基地连续
奋战数日，此时距离他们结束

“6·19”疫情流调工作仅仅过去了
一周。

由于此次疫情相关人员活动范
围广，涉及的点位倍增，工作量也是
成倍地增长，“虽然累，但我们的付
出能让大家健健康康，能让城市恢
复正常生活秩序，那一切都是值得
的。”张烨说。

能守护一座城市，守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健康是张烨成为一名流
调员的初衷。对她而言，疫情防控
工作不仅要求自己随时处于高强
度的值守状态，还要战胜长时间与
家人分离的孤独感。由于防疫任
务繁重及当前疫情形势多变复杂，
张烨已经有两年不能和在香港的
家人团聚，她期待着疫情可以早
日平复，内地和香港恢复正常通
关。

争分夺秒和病毒赛跑
“95后”香港姑娘带领横琴流调队支援一线

合作区青少年积极助力一线疫情防控

骄阳下的青春之姿

廖志涵在大规模核酸检测中参与志愿活动。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卢洁怡 摄

采写：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子怡
摄影：本报记者 曾 遥

日前，珠海市本轮新冠疫情
涉及幼儿园，多名幼龄儿童进入
管控隔离状态。为保障被隔离幼
儿身心健康，丰富隔离点儿童隔
离生活，7月16日，“隔离不隔爱”
儿童物资捐赠仪式在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深井隔离点二期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场所举行，驻点工作
组第八组联合横琴爱心企业，购
置零食、益智玩具、图书等物品，
为隔离点内的孩子们送上100份
暖心礼包。

爱心礼物丰富隔离点儿童
生活

记者了解到，合作区深井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分为两期，目前
二期两栋楼在住人员内有多位14
岁以下儿童。

考虑到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
间，隔离房内少有娱乐活动，加上
儿童突然转换生活环境，容易产
生紧张焦虑情绪，驻点工作组第
八组号召横琴爱心企业为隔离点
内儿童捐赠物资。当日，驻点工
作组部分工作人员，广东长隆集
团有限公司、世联行横琴资管公
司、珠海市愚园物业有限公司和
蚝大仙餐饮公司代表等出席捐赠
仪式。

一盒盒磁石飞行棋、一包包零
食、一本本绘有卡通图案的画本堆
满捐赠场地，驻点工作人员以单人
单份的形式将物资打包好，经过严
格消杀后再分发到小朋友手中。
在琳琅满目的零食和玩具中，绘有
阳光与海浪的信封格外引人注
意。据蚝大仙餐饮公司品牌部负
责人陈宇思介绍，这是专门为隔离
点内儿童准备的“致同学们的一封
信”，通过信件向被隔离的小朋友
表示问候、传递正能量，信纸还被

特意折成了纸飞机的模样，象征着
童趣与希望。

备餐服务更加贴心 成人
陪护让人放心

除了捐赠儿童物资，负责备
餐的广东长隆集团有限公司在备
餐过程中也加入了更多考量，比
如增加A、B两套餐品供小朋友选
择；同时考虑到孩子身体成长，在
选择食材时注意营养搭配和荤
素平衡。

谈及儿童隔离方式，驻点工
作组店长曾舒非表示，根据广东
省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同住
人员健康管理规定，年龄为 14
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允许一
名成人陪护，可申请与陪护人同
住一房。

防止院内感染 做好“人
防、物防、技防”

据了解，深井隔离点二期自6
月28日正式运作以来，已开展多
项工程防止院内感染，严守“红
线”，做好“人防、物防、技防”。其
中，“人防”主要指每栋楼配备的
工作组中设有感染控制督导员，
负责监控楼栋里高风险工作人员
作业，加强内部工作人员培训；

“物防”指化粪池定期消杀、检测
余氯，楼道里安装紫外线灯定期
消杀等；“技防”则指设置监控、配
备数据员，利用高科技手段为防
疫提供支持。

目前，“暖心礼包”经过严格消
杀，已全部发放至隔离儿童手中。
一位家长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告诉
记者，小朋友在收到“暖心礼包”的
时候格外开心，他拿着飞行棋和画
本爱不释手，表示一定会积极配合
叔叔阿姨们做好防疫工作，争取早
日将病毒“打败”。

横琴深井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举行捐赠仪式

爱心贴心 共护童心

爱心企业为隔离点内儿童准备的“致同学们的一封信”。

驻点工作组联合横琴爱心企业，购置零食、益智玩具、图
书等物品，为孩子们送上100份“暖心礼包”。 工作人员在运送“暖心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