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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
他们冲锋在前

用“真金白银”
吸引优质律所落户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8 月 8 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发布通
知，
为吸引优质律师事务所落户合作区，
探索实践内地和港澳跨区域法治新模
式，组织开展 2021 年合作区律师行业扶
持奖励资金申报工作，申报时间为即日
起至 8 月 19 日。
根据《横琴新区支持律师行业发展
的暂行办法》，此次扶持奖励资金申报对
象为注册与税收缴纳在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的律师事务所或联营律师事务所，
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获得广东省
司法厅颁发的执业许可证，同时在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保税区及洪湾片区一
体化改革发展区域内至少有 5 名执业律
师实际办公（以律师事务所或联营律师
事务所签订劳动合同且在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缴纳社保的人员数量计算），
以核
查的实际办公人数为准。
对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 1000
万元（含）以上至 1 亿元以下的律师事务
所，合作区将奖励其上一年度增值收入
形成的地方直接经济贡献的 30%。对
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 亿元（含）
以上的律师事务所，合作区将奖励其上

8 月初，中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区工作委员会、省政府横琴办社会事务局面向合作区全区发布“学
史力行践初心·躬身入局共战疫”党员抗疫事迹，可视化再现社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典型事迹，生动
讲述了战斗在抗疫一线共产党员的先锋故事。
本次活动共征集到荷塘社区、新家园社区、小横琴社区和莲花社区等社区 17 名党员的抗疫事迹。本报
记者采访了其中的几名代表，听他们讲述在抗疫一线冲锋在前、舍小家为大家的感人故事。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子怡
将婴儿和家长闭环送至发热门诊。当
天中午，父子二人从医院返回家中，
婴
儿已无大碍。陈景锋彻底放下心来，
继续投入忙碌的防疫工作中。
在抗疫形势最紧张的 10 天里，为
及时处理紧急情况，陈景锋平均每天
只在办公室或小区物业管理处小憩几
个小时。在陈景锋的带领下，小横琴
社区完成了市公安局下发的澳门专项
任务 3000 条，其他城市任务 15 条；社
区“三人小组”上门核查 3866 人次，服
务管控居民 2170 人。

等待流调结果、核对人员数量、登记居
民生活需求，一直忙到凌晨 2 时才回
家，
推开家门发现，
儿子还在等她回来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横琴
庆祝生日，因为太困直接趴在餐桌上
各社区党委书记大汗淋漓的身影不
睡着了。看到这一幕，黄红燕心里酸
断地来回穿梭，他们在统筹协调各类
酸的，
但她明白不舍小家哪有大家。
事项的同时，也经常要赶赴各个地方
在小横琴社区防疫现场，总能听
处理突发情况，既是指挥员，又是战
见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声音，提醒大家
斗员。
排好队、穿好衣，
这个声音来自社区妇
新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联干部欧晓彤。
任黄少文，已经服务基层近 30 年。每
持续在寒冷的天气里做大规模核
次开展全民核酸检测，黄少文都第一
酸检测，对工作人员来说是一次大的
时间赶到核酸采样点部置现场。年过
挑战。冷风呼啸，
医护人员、志愿者在
五旬的他，经常带头挨家挨户上门通
铿锵玫瑰，彰显巾帼力量
寒风中坚守岗位，
欧晓彤心思细腻，
悄
知人员做核酸检测。有一次，黄少文
悄 备 下 暖 宝 宝 ，为 大 家 送 去 丝 丝 暖
白天还在检测现场，傍晚又接到紧急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一朵
意。难怪社区的同事都说她是大家的
朵铿锵玫瑰的身影格外美丽动人，她
任务，转移到新家园小区封控楼栋部
。
署工作，持续到次日凌晨 3 时才下班， 们面对高强度工作毫不退缩，用特有 “贴心小棉袄”
“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做好防寒
早上 6 时又要起床继续指挥调度。面
的坚韧和细心顶起了社区抗疫工作的
保暖！”
“ 今日有雨，大家出门带好雨
对一次又一次疫情来袭，他说得最多 “半边天”。
具呀！”社区居民几乎每天都收到欧
新家园社区“两委”委员、社区妇
的一句话就是：
“ 要想抗疫成功，就得
扎实干，不能怕苦怕累。
”
联副主席黄红燕分管社区卫健工作， 晓彤的贴心问候，实时发布最新的防
疫信息、为居民答疑解惑是她日常工
担任疫情防控工作主要联络员。在疫
6 月 19 日，澳门突发新一轮新冠
作，她就像社区里的小太阳，用暖心
肺炎疫情，横琴全岛进入封控状态。 情防控期间，黄红燕每天面对高强度
的服务、积极的话语为大家一扫抗疫
由于封控来得突然，社区内突发情况
工作，几乎全年无休。根据公安大数
路上的阴霾。
不断。面对居民家中储备物资及药物
据推送的来珠重点人员名单，她第一
不足、情绪不稳等问题，小横琴社区党
时间联系公安、医院上门核査并落实
主动请缨，哪里有需要去哪里
委书记陈景锋一直奔走在一线，为居
好健康管理措施，在“三人小组”核查
民解决处理各种问题。
任务结束后，她立即返回办公室录入
有一个群体，主动请缨，不求回
数据。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群众打来
报，
甘愿在平凡岗位上为民服务，
他们
6 月 29 日清早，陈景锋接到小区
的咨询电话，
她耐心解答。除此之外， 或许默默无闻，但他们的身影熠熠生
物业反映，一名出生仅 43 天的婴儿从
半夜一直哭闹到天亮，孩子的父亲十
她还要承担隔离转运、封控管控、健康
辉。这就是广大的社区防疫志愿者。
分焦急。陈景锋意识到情况紧急，及
管理等重要而琐碎的工作。
2 月 9 日，在莲花社区洋环村村口
时联系医院
“三人小组”
反馈情况。医
在一次忙碌的全员核酸检测结束
的防疫检测点，居民正有序排队等候
护人员详细询问病情后，建议家长及
后，本以为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但随之
测温、检查“绿码”和“行程卡”。在执
时前往医院做进一步诊断，并帮忙拨
而来的又是一场
“加时赛”
。黄红燕立
勤的志愿者队伍中，郭大为的身影再
打 120 请求珠海市妇幼保健院派车， 即转战封控现场，拉警示带、守大门、 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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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区律师行业扶持奖励资金申报工作启动

合作区发布社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抗疫典型事迹

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扫码关注“横琴潮”微信公众号

郭大为今年 60 岁，原是哈尔滨市
政府外事办公室一级调研员，退休后
选择在横琴居住。作为有 33 年党龄
的老党员，
他常说：
“尽管我退休了，
年
龄大了，但是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社
区工作。只要社区和人民有需要，我
都会站出来，为莲花社区和横琴尽一
份责任和义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贡
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
1 月 16 日至 18 日连续三天，最早
早上 7 时到，最晚晚上 9 时 30 分才离
开，
布置检测区域、协助居民开展核酸
采样、扫码登记、测量体温、维持现场
秩序、协助后勤，哪里有需要，郭大为
就去哪里补位。
2020 年 4 月 7 日晚，中建三局一
公司珠海横琴国际商务中心二期项目
党支部的方芳，听说横琴医院疫苗接
种人员多，
需要大量志愿者，
当晚她便
在工作群里发出号召，次日一早组织
13 名公司的志愿者赶到横琴医院接
种点开展志愿服务。
当时接种疫苗的大多数为工地建
筑工人，
对接种流程不太清楚，
方芳将
志愿者分成 4 个小组，分别维持现场
秩序、核査资料、指导信息登记、科普
注射疫苗的好处，极大缓解了人手不
足，让建筑工人们直呼享受到“VIP”
般的服务。
2021 年 7 月 26 日，方芳带领项目
志愿者参加洋环村的大规模核酸检
测。方芳积极协助社区居委会投入服
务，最终让现场秩序恢复有条不紊。
此后，方芳又先后 5 次组织项目党员、
团员和青年，到莲花社区助力横琴大
规模核酸检测，
服务人员逾 3 万人次。

一年度增值收入形成的地方直接经济贡
献的 50%。
针对联营所，合作区拿出了更大力
度的奖励措施。对粤港澳“两地”或“三
地”
联营律师事务所，
上一年度主营业务
收入超过 1000 万元（含）的，在上述奖励
基础上，按联营所上一年度企业所得形
成的地方直接经济贡献的 75%予以叠
加奖励。
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可在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惠企利民服务平台线上提
交申报资料扫描件。合作区经济发展局
将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符合申报
条件且申请材料齐全，
即予受理；
符合申
报条件但材料不齐全，一次性告知申报
单位限期补齐材料；
不符合申报条件，
不
予受理。
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将通过形式审
查的申报材料汇总局务会审定，并将拟
发放扶持奖励资金的律师事务所名单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官方网站、惠企
利民服务平台公示 5 个工作日。经公
示无异议后，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将按照
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办理资金划拨
手续。

小横琴社区睦邻集市活动正式开市

“娃娃”老板为玩具书籍找新家

精致可爱的帐篷小摊吸引不少路人驻足。 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欧晓彤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道： 了不少路人驻足。小商铺的摊位摆放了
8 月 7 日，
“ 琴澳趣 Fun·跳蚤市场”社区
汽车玩具、绘本、玩偶娃娃、手绘油画等
睦邻集市第一期活动在横琴天沁园开
商品，
它们有的是陪伴孩子成长的玩具、
市。活动以家庭为单位征集摊主，以非
有的是被翻阅过无数遍的书籍、有的是
盈利形式出售闲置图书、精致摆件、收纳
被遗忘在家里某个角落的闲置品，这些
器皿等，引导琴澳青少年儿童养成节俭
旧物在这里遇到了新的主人，被赋予了
的良好行为习惯，加强琴澳居民循环再
新的价值。
利用环保理念，
促进居民资源共享，
增进
活动现场除了售卖旧物的摊位外，
社区邻里和谐。
还开设了社区宣传点。工作人员现场派
夜 幕 降 临 ，晚 风 徐 来 。 傍 晚 6 时
发垃圾分类、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内容
30 分，天沁园法治长廊陆续有摊主到达
的宣传资料，
加强琴澳居民对政策法规、
活动现场，
签到后，
大家就可以自由挑选
社区信息的知晓度。
位置。爸爸妈妈负责支开帐篷，孩子们
“琴澳趣 Fun·跳蚤市场”是由小横
帮忙悬挂灯饰、摆放物品，
分工合作装点
琴社区、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珠
自己的摊位。
海分公司主办的亲子活动。活动 8 月每
“暖暖杂货铺”
“ 甜猫小铺”
“ 启航小
周五晚上开展，共举办 4 期，每期都将重
商店”……8 家有呆萌名字的“小商铺” 新招募摊主。居民可通过关注或加入
正式开业了。星光闪烁的走廊、可爱的 “小横琴社区居委会”
微信公众号、
“小横
帐篷小摊，
加上孩子们的卖力吆喝，
吸引
琴社区居民群”
进行扫码报名。

珠海市设计中心“更新”空间设计展开幕

“澳门经验”融入内地湾区城市建设
□本报记者 陈雁南 实习生 杜清扬
8 月 9 日，
“ 更新”空间设计展在
位于珠海中心大厦的珠海市设计中
心展厅开展，这也标志着“更新”主题
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此次展览邀请了 14 位来自全国
各地的知名设计师参与，展出 21 件优
秀设计作品。其中包括多位澳门设
计师，他们的作品聚焦旧宅改造与街
区活化，将澳门城市更新的先进经验
融入内地城市，通过“修旧如旧”见证
与传承城市的历史文化。

写字楼里闻稻香
本次设计展通过展板内容与视
听作品的展示，向观众呈现不同地
域、规模、类型的空间，科学、有序、高
效地传播
“更新”
的成功经验。
展览现场以“稻田”
“ 阡陌”为主
题元素，参展设计作品案例集中展现
一批在全国范围内已成功落地或执
行的古村旧宅改造、城市街道升级、
产业园区更新、湾区标志性生活空间
营造项目，涉及社区改造、街区升级、
珠澳合作、乡村振兴、智慧产业园区
设计项目（空间、室内设计）等领域，
集中呈现设计师们对“更新”这一主
题的思考与创新。
走进展厅，一阵阵浓郁的稻香扑
鼻而来。350 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一
丛丛干稻穗，而作品展板就竖立在稻
田中央，观众可以沿着稻田中的蜿蜒
阡陌，在稻香中尽览设计之美。
“水稻对南方人来说，是一个标
志性的记忆载体。城市里的人们很
久没闻过稻香了，我们希望能通过嗅
觉加深人们对空间的记忆。”
“ 更新”
空间设计展的策展人、珠海室内设计
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昆表示，希望借助
这次的展览，集中展示珠海本土设计
师团队的作品，为珠海设计力量提供
互动交流的平台，推动珠海设计在全
国走得更远。

琴澳·新拍客
投稿邮箱：
hqrmzb@163.com

金粉之家
9 日下午，
“更新”
空间设计展开幕，
铺满稻穗的展厅展现田园风貌。 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传递城市更新“澳门经验”
为更好地促进湾区设计产业融合
发展，传递澳门城市更新先进经验，
此
次展览还邀请了多位澳门设计师。
澳门设计师的作品聚焦旧宅改造
与街区活化。例如在台山市中山路旧
改项目中，在澳门设计师的主导下，
对
中山路的老建筑进行修复维护，保留
旧建筑的昔日风貌，展现城市文脉的
延续，通过“修旧如旧”见证与传承城
市的历史文化。
澳门设计师协会会长周小良则带
来了珠海市北山村的“更新”作品，他
将北山村的百年老宅打造成为新式的
休闲娱乐空间，为“旧”房子带来“新”

活力。
在周小良看来，
“ 更新”的尝试源
自澳门城市发展迭代与更新的经验。
“澳门的城市建设起步较早，老房子、
老街区众多。从目前的眼光来看，这
些地方不一定符合现代人的生活需
求，因此我们会致力对这些建筑或街
区进行改造。”他表示，这样的经验同
样适用于高速发展中的珠海以及其他
湾区城市。

助力珠海城市发展驶向快车道
珠海市设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
示，
系列活动以
“更新”
为主题，
旨在探
索发挥珠海市设计中心的平台作用，
汇聚行业前沿的空间设计理念与资
值班编委 张先发

值班主任 龙丽娟

源，赋能产业园区、城市、乡村等空间
的优化升级。
“展览致力还原这些优秀
设计案例的设计过程，真实展现设计
师在技术、人文、经济层面的考量。
”
该
负责人表示，希望这些宝贵的行业经
验成为设计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助力
珠海城市发展驶向快车道。
“更新”
空间设计展展期将近两个
月，截止时间为 9 月 30 日。展览前期
采取定向邀约方式，
对特定人群开放，
后期将举办多场公众开放日活动，欢
迎市民到场观展。此外，其间还将举
办
“更新”
主题
“设计力·大咖说”
与
“形
上形下”
联名主题讲座、
“更新”
主题现
场探访交流活动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
活动。

编辑 李梅容

美编 邱耀升

校对 刘刚艺

组版 邓红生

在横琴香洲埠文化中心，金粉两色的三角梅分别在庭院和阳台盛放，相互
呼应，
如美丽的彩妆把古朴的庭院打扮得分外迷人。
何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