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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网格”服务“大民生”

责任编辑：何胜文 美编：赵耀中 校对：罗娜 组版：池东
04 今日金湾 产业聚集高地 湾区舞台中心

2022年7月20日 星期三

□本报记者 蒋毅槿

学一技之长，立一生之本。在金湾区团
委近期公布的“2022年度金湾青年岗位能
手”中，有一位深受高职院校学子喜爱的教
师代表，他就是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汽车
工程学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教师吕
远谋。

吕远谋从事教育培训行业已经九年了，
尽管工作单位从技能培训机构转变到高职
院校，但让学生能有一技之长，仍然是他不
变的初心。

“我想把我的所知所学、经验等都传递
给我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掌握一门扎实技
能，从而为社会做出一番贡献。”在吕远谋看
来，在教师岗位上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学生能
够吸收自己所讲所教并对学习技能感兴
趣。“教育可以从根本上、观念上去影响学
生，让学生认识到技能的重要性，让社会感
受到技能人才的重要性，毕竟拥有一技之长
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除了在三尺讲台、教学车间教书育人，吕
远谋也积极投身各类技能竞赛，用行动践行

“拥有一技之长”这件骄傲的事情。
2021年 12月举办的广东省第二届职

业技能大赛是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省
级职业技能赛事，该大赛竞赛项目对标世赛
和国赛，水平高、含金量足。在这次大赛中，

吕远谋首次参赛就突破技术壁垒，打破车身
修理赛项的技师学院传统垄断，获得铜牌
（第三名），成为该赛项中唯一斩获奖牌的高
职院校参赛选手。

回忆起比赛经过，“艰苦”是吕远谋最先
想到的关键词。吕远谋告诉记者，艰苦之处
在于，一方面对竞赛项目的具体内容充满未
知，另一方面，备赛时间仅有一个月时间，他
需要在短短的三十天内，让技能再上一台阶。

为此，这一个月的备赛时间里，吕远谋
基本上都是早上八点开始在实训室扛着厚
重的设备，一直训练到晚上十点。每日的训
练就是不停焊接、不断摸索，并从中思考怎
么样的操作才能在节省时间的同时做出更
好的效果。

据吕远谋介绍，当时面临的主要难题是
如何在薄板上采用连续焊接又要避免热影
响过大导致板件变形、焊穿等缺陷。经过多
次研究尝试，最终采取改变了焊接时候的枪
距、调整了走枪速度和焊接角度，并解决了
该问题。解决问题的背后是这一个月时间
里吕远谋每天在汗水中度过，衣服基本一天
没干过。

“在家人、朋友、同事们的支持下，自己
的付出最终还是有所收获，这是最令自己开
心的事情了。”吕远谋说。

展望未来，吕远谋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
任更为重大，他也不会因为一时的荣誉而停
下前进的脚步。“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将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在平凡的岗位上，奋
勇拼搏、奋斗奉献，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
跑，发挥自身优势，为行业，为社会，国家培
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吕远谋告诉记者。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7月19日，记
者从金湾区人民法院获悉，该院于近日为申
请人梁某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这也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以来，金湾区人
民法院发出的首份人格权侵害禁令。

据介绍，梁某系苏某前夫谢某现女友，
梁某在苏某与其前夫谢某离婚八年后相识
并同居至今。苏某在梁某与谢某同居期间，
多次到其前夫谢某经营的车行及住所对梁
某进行辱骂、骚扰，梁某多次报警。

苏某更是于2022年 3月份将梁某抓
伤，公安机关经调查后依法对苏某作出了罚
款两百元的行政处罚。苏某未吸取教训，仍
到梁某与谢某住处对梁某进行骚扰辱骂，言
辞污秽不堪入耳……梁某不堪其扰，遂向法
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金湾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现有证据，
被申请人苏某存在继续实施侵害申请人梁
某人格权行为的现实可能，如不及时制止将
有可能使申请人梁某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
弥补的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九百九十一条、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
该院裁定禁止被申请人苏某骚扰、辱骂、殴
打申请人梁某。

上述裁定作出后，金湾法院向被申请人
苏某送达了禁令，并对苏某进行了批评教

育，告知其要通过合法途径及方式解决纠
纷，不得打扰他人生活安宁，更不得以任何
借口实施侵害梁某人格权的行为。

同时，金湾法院向梁某、苏某住所地
辖区派出所、居委会等部门发送《协助执
行通知书》，请相关部门协助监督苏某执
行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及时制止苏某实
施侵权行为，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对梁某
给予保护。

“如果遇到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
实施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应当
及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人格权益。
被禁令禁止的行为人违反禁令，继续实施
被禁止行为的，将受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
的制裁，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金湾法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了人格权行为禁
令制度，它是指民事主体的人格权益正在
或者即将被侵害的情况下，不及时制止相
关违法行为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
补的损害时，权利人有权向法院申请人格
权侵害禁令的制度，该制度有助于及时
制止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侵害人格
权行为，防止侵害人格权的损害后果发
生或者扩大。

金湾法院发出首份人格权侵害禁令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近年来，金湾
区司法局平沙司法所探索出落实“1”个责
任、突出“2”个关键、用好“3”大抓手的“1+
2+3”普法方式，不断推进普法工作全面深
入开展，有效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在基层走深
走实，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升级。

据了解，在落实“1”个责任方面，平沙司
法所通过“订单式”精准普法，制定平沙镇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清单，明确镇各成员单
位普法责任和目标责任，将法治宣传教育

“软任务”变成“硬指标”，形成上下联动，集
聚工作合力。

在突出“2”个关键方面，平沙镇建立

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前学法制度及
法治专题讲座学习制度，着力抓好领导干
部学法，通过“关键少数”带动全镇学法活
动扎实开展。同时，对青少年、老年人等

“关键群体”，通过送法进校园、开展“守住
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活动等方式，让相关
群体更好地掌握法治知识。

在用好“3”大抓手方面，平沙司法所通
过抓好法治阵地建设、抓紧群众性法治文化
活动、抓实“互联网+”普法，充分发挥普法
阵地、主题线上直播活动、“普法微信群”法
治宣传作用，将普法教育做到群众“心坎
上”。

2022年度金湾青年岗位能手吕远谋：

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平沙司法所：

探索“1+2+3”普法方式
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升级

7月19日，记者沿着石化
一路朝飞沙滩开去，刚到交
762县道路口，便看到金湾区
南水镇沙白石村网格员在路口
卡点检查来往人员的体温、粤
康码、行程码等信息。记者了
解到，今年以来，金湾区严格做
好围合管理工作，目前，金湾区
全区41个村（居）共设置203
个卡点，按照要求落实“扫码、
测温、戴口罩”三件事。

围合管理有人守，核酸采
样有人带，群众需求有人管，生
活吃用有人送……这是平战转
换下金湾区网格员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的生动剪影。

金湾区疫情防控工作离不
开网格化，网格化也不仅仅服
务于疫情防控工作。近年来，
金湾区不断深化“综治中心+
网格化+信息化”工作模式，围
绕“防范违法犯罪、化解矛盾纠
纷、排除安全隐患”三大重点工
作，将网格进一步细化成“微网
格”，从细小处着手，承载民生
大服务。

采写：本报记者 蒋毅槿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阿叔，最近有没有外地朋友来看望
你？如果有的话，你要提醒他们遵守我市的
疫情防控相关政策措施，及时向社区报
备。”近日，家住金湾区红旗镇南山新村的退
休老伯卢昌史迎来了所在社区党员志愿者
和网格员登门拜访。在拉家常中，党员志愿
者和网格员不仅了解卢昌史新冠疫苗第三
针接种情况，也向其宣传了珠海市最新疫情
防控政策措施。

据介绍，金湾区近年来创新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机制，通过“微小化”划分网格、“属地
化”统筹管理、“精准化”服务群众、“多元化”
提供保障，实行“多员合一”，目前金湾区已成
立网格党支部303个。

与此同时，金湾区各镇党委健全完善
“一村（社区）党委（总支）一网格党支部一党
员联系一群众”组织架构，形成以村“两委”
干部和村民代表中的党员为骨干、网格员为
主体、党员志愿者和村（居）民积极参与的群
防群治体系。

以红旗镇为例，该镇建立健全镇领导
班子成员联系网格党支部、网格员联系党
小组、党小组联系党员及群众“四级”工作
机制，全面优化升级广安社区、小林村等4
个党群服务中心，整顿软弱涣散村级党组
织，将万余名党员纳入网格管理开展服务
联系。

“多员合一”让金湾区在疫情防控期间形

成一支召之即来、来之即战的防疫队伍。
在今年疫情防控期间，网格员化身成

防疫先锋队员参与到社区疫情防控当中，
对村（居）范围内的居民群众、流动人口、驻
区单位、两新组织等进行全面摸底，建立

“供需”台账，并动态更新。
据介绍，广大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当

先锋、作表率，积极投身“微网格”，在扎实
做好测温、上门巡查、按时核酸等工作的
同时，积极主动提供各项贴心服务，与隔
离对象建立微信群，及时了解其需求，主
动提供上门送菜、送餐、回收生活垃圾等
服务，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活
的影响。

强化党建引领 打造微网格“主心骨”

5月16日19时许，平沙镇美平社区网格
员梁雄毅和郑嘉发在例行巡查中闻到烧焦
味道，随即展开排查，发现美平二街某栋住
宅出现明火产生大量浓烟。两位网格员立
即拍门大声呼叫屋内人员，在未得到回应
情况下，梁雄毅立即返回居委会拿灭火器，
同时通知119火警并汇报上级；郑嘉发立刻
转身上楼通知楼上居民撤离，并联系社区同
事请求支援。梁雄毅拿到灭火器到现场后，
立即破窗进行灭火，其他赶来的同事立即协
助梁雄毅灭火并逐步控制火势，同时协调现
场劝离围观群众。消防员到达现场后进行
灭火，火势逐步熄灭，无人员伤亡。

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只是金湾区网格员的
日常工作之一，当好“巡查员”不够，还要做好

“服务员”，提升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记者
了解到，金湾区按照“人、事、地、场”组织的基
础信息和社区民意，将全区划分为303个综
合网格，配备524名网格员，把防控违法犯
罪、调解矛盾纠纷、公共安全、消防隐患等10

类事项纳入网格化管理范围，与各单位共同
统一梳理、制定综合网格工作事项清单132
项，不断扩大扩宽综合网格工作覆盖面。

同时，金湾区深度融合党建网格、疫情防
控网格、消防网格等防控网格，将司法、禁毒、
数字城管、人社、公交等事项纳入网格常态化
服务管理，形成资源共享、信息共联、部门共
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金湾区还统一综治网格员的工作绩效
评估和考核奖惩机制，充分调动网格员工作
积极性，有效发挥网格员巡查职能，结合疫
情排查、反诈宣传、出租屋管理等，实现人到
格中去，在网格中察民情、访民意、解民忧、
促和谐，成为发现、受理、处置、协调、报告第
一人。

智能化、信息化是金湾区网格化管理的
一大亮点。记者了解到，金湾区借助智能化
信息平台，整合各部门信息服务系统，建立逐
级转报、分级转办机制，将各级综治中心创新
打造成基层社会治理的指挥调度中心、信息

应用中心、防范处置中心和为民服务中心。
同时，依托金湾社会治安治理网格化管理系
统平台，全面开展推进网格信息化工作，灵活
使用综治系统手机App，积极开展网格任务
线索上传，及时与综治中心后台保持信息交
互畅通，及时接收工作指令及动态进行工作
调整。

今年以来，金湾区已录入网格事件
24610 条，已办结事件 24476 条，办结率
99.46%。

“作为面向群众最直接的‘窗口’，我们
通过在辖区张贴网格员信息，使群众能及时
通过电脑端、手机端微信App小程序上报
网格事项。”金湾区综治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指挥中心根据群众上报的网格事项迅速
将工单推送给相关部门或人员处理，形成

“网格发现——平台受理——实时处置”的
快速响应处置闭环机制，将矛盾化解在源
头、问题处理在基层，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智
治”水平。

强化效能提升 扩大微网格“朋友圈”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汽车工程学院汽车检测
与维修技术专业教师吕远
谋。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平沙司法所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网格员志愿者上街宣传疫情防控信息。

平沙镇网格员化身成防疫先锋队员参与到社区疫情防控当中。在辖区张贴网格员信息，使群众能及时通过电脑端、手机端等渠道上报网
格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