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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全力推动城市建设品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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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记者
从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
解到，珠海国际健康港近日通过认
定，成为2022年珠海市级创业孵化
基地，翻开了该产业园区人才引进及
创新工作的新篇章。

市级创业孵化基地是具有持续
滚动孵化和培育创业主体功能的创
业载体，由各级政府部门、高校或社
会力量在珠海市投资建设，并由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认定，能为
初创小微企业或创业团队和个体创
业者提供基本的创业环境，以及有效
的创业指导、创业项目咨询、一定期
限的政策扶持等孵化服务。

珠海国际健康港是集生物医药

产、学、研、销、服等功能为一体的产
业综合服务平台，可为入驻企业提供
研发、检测、中试、生产、物流、投资孵
化等系列服务。随着先进生物医药
企业的大批入驻，珠海国际健康港对
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创业孵化作用
日渐凸显。

此次珠海国际健康港被认定成
为珠海市级创业孵化基地，有助于
该园区进一步完善创业配套措施，
优化创业孵化环境，提升创业服务
效能，继续积极发挥园区创新创业
孵化平台的优势，为引进培育优质
新兴企业提供空间载体支撑，努力
为珠海生物医药产业营造良好的创
新创业环境。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9月3
日，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迎来
2022级本科新生报到。今年，该校
区共录取本科新生1334名，其中来
自广东省内的本科新生数量超过
300人，为历年之最。

记者在该校区门口看到，今年因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校园不允许新
生家长入校。为此，学校在校门口搭
设遮阳棚，供新生家长休息。同时，
校方安排了多辆接送巴士，将学生及
其行李物品送至宿舍。

来自湖南的口腔医学系新生阮
鑫怡向记者表示，她为能来珠海上大
学而感到激动。“珠海环境很优美，沿
途的滨海风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阮鑫怡表示，希望自己能在后续
的日子里，尽快适应在珠海的学习生
活。

临床医学系的龙洋则来自贵州
遵义——遵医大校本部所在地。高
中期间他常去遵医大校本部，对这所

医学类高校印象深刻，同时也想来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便选择了珠海校
区。他期待大学期间认真学习，在感
兴趣的方向持续深造。

遵医大珠海校区党委副书记
向国惠介绍，当前遵医大珠海校区
迎来快速发展阶段，今年招生人数
较2021年增加了300多人，增额主
要在临床医学类、生物医药类两个
方向。同时，进一步优化专业结
构，以更好地响应珠海“产业第一”
决策部署，满足粤港澳大湾区的人
才需求。

记者了解到，今年遵医大珠海校
区还扩大了在粤招生规模，数量从三
年前的90人增加到300多人。对
此，向国惠表示，广东特别是珠海与
遵义依托东西部协作的契机，在各个
领域都有了更多的交流。“我们希望
能尽‘遵医所能’服务‘珠海所需’，强
化粤黔两地人才的培养合作，深化东
西部协作。”向国惠说。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
日，平沙镇大虎社区的独居特困老
人黄爷爷，以101岁的高龄安详离
世。来自平沙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
理项目的工作人员，陪伴他度过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并帮助这位独居
老人处理身后事宜。

今年3月，珠海市平沙镇公共服
务办公室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分散特
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服务采购项
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社
会服务机构，上门为平沙镇分散各
地的特困供养人员提供生活照料、
家政服务、精神慰藉、文化娱乐、助
餐、助浴、安全教育等一系列服务，

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不少老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
因，无法得到子女的妥善供养，且丧
失了自主生活的能力，便会成为我
们的服务对象。”珠海市向日葵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对独
居老人的照料护理是一种对人性的
尊重与呵护。

截至8月，平沙特困供养人员
照料护理项目累计服务 5920 人
次，其中家政服务 604 人次、生活
照料服务918人次、助医服务1591
人次，为这些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
带来显著的改善。

平沙镇实施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项目

累计服务5920人次

创新创业孵化作用日渐凸显

珠海国际健康港
获评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珠海国际健康港。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迎新
共录取本科新生1334名

新生正在办理报到注册手续。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记者 甘丰恺

在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司，有这样
一群精于质量管理、严把品质关口的
人——他们与大型海洋工程设备生产
部门关系紧密，职责范围涵盖生产各流
程，在设计、施工、检验、交付等环节都能
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就是中海福陆
质量管理部的工作人员。

2022年5月，在珠海市团委、金湾
区团委指导下，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
司正式成立“质量数字化革新青年突
击队”，全面开启数字化技术赋能质量
管理的新探索、新尝试。在此基础上，
该突击队摒弃质量管理领域常见的人
海战术，积极打破信息壁垒，充分利用
信息化技术推动质量管理走深走实。

团队从“零基础”起步，汇总各方
资源，着手研发数字化质量管理工
具。在队员们的通力协作下，突击队
相继完成了绘图流程优化、定制自动
报告工具等多个重要任务，集体开发
的数字化工具为质量管理工作节约了
数万纸张以及数千个工时，以高效保
质的优势赢得了海油工程“节能增效
大比拼”优秀节能技改技革项目三等
奖。

为建设数字化质量管理体系，突
击队还同步推动其他部门加快实现无
纸化作业。在焊接支持专业提出需求
后，突击队辅助其优化焊材管理、焊工
管理、现场报检、焊口数据管理、文件
移交等多个板块工作，以达到降本增
效以及接轨现代信息化生产流程的目
的。

此外，突击队聚焦青年人才培养，
高度重视自身业务水平和技术能力提
升，组织队员狠抓工作技能培训，开展
数据库设计相关知识培训，为系统研
发打好技术基础；定期召开讨论会，集

中讨论各个板块技术细节，总结学习
心得，为数字化质量管理“守门员”加
装智力引擎。

据该突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未

来，中海福陆将以“质量数字化革新青
年突击队”为示范，全面开展数字化转
型工作，夯实数字化基础，强化数字化
防护，实现智能化发展。

中海福陆“质量数字化革新青年突击队”：

做好数字化质量管理的“守门员”

在“产城融合”发展方面，谭高
明表示，金湾区正在高要求谋划片
区建设任务，提升城市版块之间的
配合程度。

据介绍，金湾航空新城包括B片
区、C片区、南拓区、滨海商务区，总
面积29.1平方公里。其中C片区、B

片区这两个片区分别隶属三灶镇、
红旗镇管理，城市管理目标、标准都
不统一。为适应金湾区“产城融合”
发展目标，全面提升航空新城规划
建设管理标准，区委区政府加强顶
层设计、科学谋划，成立航空新城建
设管理指挥部。

接下来，指挥部将统筹航空新
城范围的城市规划、土地储备及出
让，制定片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开发建设计划并组织实
施；统筹负责航空新城范围内城市
管理和执法工作，处理好城市管理
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执法与文

明执法的关系、“堵”和“疏”的关
系。

同时，金湾区将围绕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要求，全面落实航空新城
范围内的文明城市管理执法，有效
整治违法建设、占道经营、乱摆乱
卖、乱贴乱画等不文明现象。

高质量产城融合 构建城市跨越新蓝图

今年，为更好促进城市功能重
构和品质提升，《金湾区城市更新
2022-2025年中长期计划》以及《金
湾区城市更新和“三旧”改造实施方
案》相继出台，“十四五”期间计划实
施8个项目，总投资16.09亿元。

据谭高明介绍，这些项目将直

接改善城市生活品质，提升居民生
活质量——在老旧小区改造方面，
今年全区计划启动9个老旧小区改
造，截至7月底，已完成投资9900
万元，推进3个小区的改造工程。

在保障性住房方面，金湾区保障
性住房（包含人才公寓）及其配套服务

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总共1264套住房
已于今年4月份交付使用。今年，全区
计划移交配建住房项目12个，约10
万平方米、1130套。另外，金湾区公共
租赁住房及人才公寓项目2605套保
障性住房已开工，计划2025年完工。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金湾区加

快推进工程建设领域审批制度改革，
以“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时办结”为
前提，采取“一份办事指南，一张申请
表格，一套申报材料，完成多项审批”
的运行模式，并联审批时限压缩为3
个工作日；同时，对规划主体以及消防
等进行联合验收，深化“放管服”改革。

高标准完善功能 书写民生为要新篇章

据谭高明介绍，金湾区现已高起
点规划建设了航空新城、滨海商务区
以及平沙新城三大城区，初步形成了

“两带两心、双港四片”（“两带”即港珠
澳大桥发展带、双港联动发展带，“两
心”即珠海西部中心、大型产业园平沙
新城综合服务中心，“双港”即珠海机
场、高栏港，“四片”即临空产业片区、

临港产业片区、西部中心城区、生态宜
居片区）的城镇发展空间格局。

其中，在备受人们关注的西部生
态新城起步区（金湾片区），金湾区
2021年全年实际完成投资53.88亿
元，推动金湾华发商都等现代服务综
合体投用，成功交付全市规模最大的
航空城邻里中心，建成开放白藤山湿

地公园（二期）等一批高品质公园，使
金湾城区面貌实现精彩蝶变。

“今年，金湾区将稳步立足‘两
带两心、双港四片’城市空间，积极
推进产城融合，为加快拉开城市框
架，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持续发力。”
谭高明介绍，今年，珠海市西部生态
新城起步区（金湾片区）基础设施投

资项目共安排72项，平沙新城片区
基础设施项目共安排37项。

高度约210米的金湾华发国际
商务中心主塔楼、总建筑面积约10
万平方米的金湾航空城市民艺术中
心、滨海商务区机场东路东侧排洪
渠泵站工程等重要项目，预计将于
今年年底完成。

高起点规划建设 打造城市发展新格局

南海之滨，黄茅海畔，金湾区这片时代的热土正在崛起——
航空新城中心湖片区，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成就了珠海一个个新地标；平沙新

城公园一隅，全新的社区公园与学校，为居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城市形象的日新月
异，城市生活的提质增效，为金湾区迈步“城市跨越”注入了坚实的底气。

如何延续这样的城市跨越格局，如何更好地提升城市生活品质？近日，金湾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谭高明接受了“产城融合 勇当尖兵”金湾区访谈栏目的采访，分享金
湾区打造“高颜值”“有内涵”“沁人心”的珠海城市新中心的发展之道。

队员对设备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区航空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