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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带营业执照没关系，您现在下
载一个粤商通APP，那上面可以申请
到电子证照。”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告诉廖先生。原来，金湾区市
民廖先生新开了一家咖啡店，咖啡店
快装修好了，但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证》还没有办理，12月1日，他来到金
湾区市民服务中心申请办证时却发
现，自己匆忙间把营业执照忘在了家
里。

在现场咨询了导办人员后，廖
先生得知，在金湾区办理《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可以不用提交法人身

份证和营业执照的纸质证件，只需
在办理业务时通过粤省事微信小程
序或者粤商通APP亮码即可。“这也
太方便了，如果要再回家跑一趟真
的很麻烦。”廖先生很高兴。在窗口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廖先生在粤商
通绑定营业执照及身份证并出示粤
商码，工作人员扫描粤商码，并请廖
先生在手机确认授权证照。就这
样，工作人员在后台便获得了电子
证照授权。

据了解，金湾区聚焦“一体化”服
务，拓展预约办事新渠道，搭建区、镇

一体化政务服务预约平台，为市民提
供多渠道多类型的预约服务。健全预
约优先办理、预约信用管理、预约消息
推送等多项预约服务规则，为办事群
众、企业提供粤省事微信小程序、粤省
事APP、粤商通APP、广东政务服务
网、“珠海金湾”微信公众号等五种预
约渠道。在区级政务大厅和平沙镇党
群服务中心还提供粤省事码、粤商码、
人脸认证、微信、身份证等五种取号方
式。

在此基础上，金湾区推动“数字
化”服务的完善，实行无证办事新模

式。依托金湾区政务大数据平台，用
好广东省电子证照库、粤省事码、粤商
码、人脸库等政务数据，推动政务服务
加快数字化转型，为群众、企业提供全
链条数字化保障服务，实现政务大厅
一码办事及电子证照全流程各环节应
用。

截至目前，除居民电子身份证照、
营业执照外，近70种政府核发的材料
可通过后台数据直接查证、调用，249
项政务服务事项支持“免证办”服务，
大幅减少纸质申报材料，全面提升办
事便捷度和体验感。

数字化与一体化结合“无证办事”更便捷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12月1
日，一场特殊的珠汕职教线上培训会举
行。来自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机电
工程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骨干的教
师，与汕头市澄海职业技术学校（中职）
的相关教师齐聚云端，围绕“党的二十
大精神进思政课”“职业院校高水平专
业群建设的探索与思考”等专题开展了
深入交流。

据介绍，举办此次培训会是珠海城
市职业技术学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全
口径全方位融入式帮扶粤东、粤西、粤
北地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具

体举措，10月下旬，该校还联合澄海区
教育局联合举办了澄海区校长（校长后
备力量）、骨干教师培训班，切实提升澄
海区中小学校长管理水平及教师教学
能力。

自与汕头澄海区开展教育协作以
来，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各级领导及
教研人员曾多次前往澄海当地开展调
研，累计投入80万元推动帮扶工作落
地落实，并结合澄海区实际，从管理、师
资、党建团建、办学水平等方面开展全
面帮扶，进一步整合高职院校优势反哺
基础教育，全面提升澄海区基础教育质
量。

传播先进经验 促进教育发展
珠海城职院推进与澄海职校帮扶工作

本报讯 记者金璐报道：微风渐凉
暑气消，金黄稻穗笑弯腰。为了丰富长
者精神文化生活，见证平沙镇的丰收画
卷，12月1日，在平沙镇公共服务办指
导下，前锋社区党委、妇联及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联合前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站开展了“‘禾’你一起，找‘稻’快乐”长
者摄影活动，近30人次参与。

活动现场，长者们穿着色彩缤纷
的水鞋，戴着头巾走进稻田，在社工指
导下摆出不同的姿势，有的仰望天空，
有的手指远方。刚开始有的长者还比
较拘谨，表情不自然，随着快门声越来

越多，长者们也都放松了下来。在大
片稻穗的衬托下，长者们仿佛回到了
少年时代。陈阿姨感慨地说，“我们眼
前的良田，曾经是有名的华侨农场甘
蔗地，我当时也是种甘蔗的农场工
人。”于是长者们开始共同回忆起当年
的劳动情景，回顾平沙华侨农场的发
展历程。

前锋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
动不仅丰富了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帮
助长者在社区金灿灿的田间里留下美
好回忆，还能让长者感受到社区带来满
满的归属感、温暖感和幸福感。

找回青春年华 定格长者风采
平沙镇前锋社区开展长者稻田摄影活动

本报讯 记者金璐报道：为增进青
少年儿童对中华民族传统工艺——陶
艺的认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12月3日，平沙镇立新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联合立新社区妇联共同开
展“幸福陶陶乐 共建好家风”亲子手工
陶艺制作培训实践活动，社区10对亲
子参加。

活动中，绿手指·九畝艺术工作室
主理人林景然为亲子家庭授课，首先通
过陶瓷启蒙环节让在座的家长和小朋
友分辨、辩论什么是陶瓷。随后，林老
师为大家介绍了软陶的由来及制作过

程，并为大家准备了陶艺制作材料。在
老师的指导下，大家一起开始了“玩泥
巴”的游戏，做起了荷叶、荷花、小兔子、
小乌龟、爱心杯子等等陶制品。孩子们
与家长们相互配合、协作，通过捏、揉、
挤等技法，充分发挥想象力，将手中的
陶泥变成一个个造型独特的工艺品。

立新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
动培养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想象力和
创造力，提高了他们对中华民族传统工
艺的认识，进一步促进亲子间的亲密关
系，增进了亲子间的感情，为亲子家庭提
供了共同享受美妙的亲子时光的平台。

幸福陶陶乐 共建好家风
平沙镇立新社区开展亲子手工陶艺活动

孩子们与家长们相互配合、将手中的陶泥变成一个个造型独特的工艺品。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529项高频事项全天候“自助办”

金湾区智慧政务服务实现不打烊
让微信小程序帮你记住

停车位置，在几百个车位中
“一键找车”；让体检拍照一体
机帮你自助体检，不跑医院也
能完成驾照换证；让人脸识别
系统记住你的面部信息，忘记
带身份证也能办理各项事
务……这些，在金湾区市民服
务中心都已一一实现。

近年来，金湾区按照标准
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政务服
务要求，推动数字化、一体化、
智慧化、人性化、便利化服务
在区市民服务中心落地落实，
深度惠及办事群众、企业。自
3月份区市民服务中心实行
自助办理业务以来，已有249
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免证
办”，529项高频事项实现全
天候自助办理。截至今年11
月份，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累
计办理自助业务2798宗，市
民满意率达100%。

采写：本报记者 金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踏入
12月，备受关注的珠海市金湾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项目传来最新进
展——项目基坑支护桩、主体工程桩
均已完工，开始全面转入主体工程的
建设阶段，预计2024年年初交付使
用。

正处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
金湾区，常驻人口呈每年递增的趋势
发展。随着常驻人口的不断增多，金
湾区未来的防控责任与任务更加繁重
与巨大。为了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金湾区把建
设金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列入
2022年“十大民生实事”，补齐金湾区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短板，提高金湾区
卫生健康保障水平。

“金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
设顺应了健康发展新趋势，对预防和
控制重大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提高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维护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经
济社会健康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金湾区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金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位
于大霖山片区、机场高速旁，总建设用
地面积为 7001.04 平方米。项目于
2022年6月14日正式开工，分一、二
期进行设计及建设。

其中，一期建设主要工程为实验
室用房、业务用房、保障用房、行政用
房、金湾区应急公卫处置中心兼大培
训室等；二期按照金湾区疾控中心的
未来发展需求进行预留，预留培训中
心，防疫保障基地等功能用房，实验楼
一期适当预留加建荷载，二期根据实
验室的未来发展需要进行加建。

截至目前，项目基坑支护桩完成
100%；主体工程桩完成100%，临时
设施已完善；基坑支护检测合格，主体
桩检测目前正在施工桩帽；行政综合
楼和实验楼基坑土方开挖，占总量
35%。

据了解，金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于2020年2月揭牌成立，目前在金
湾区市民服务中心内临时办公，办公
场所面积仅为600平方米，其中包含
10个基本职能办公用房、2个物资储
存间，暂无实验室、生物制品冷藏库。

该中心已全面承接市疾控中心下
放的疾病预防控制业务，承担起传染
病、寄生虫病、地方病、非传染性疾病
等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
灾害疫情应急处置、健康危害因素监
测与控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基本
公共卫生项目管理等职能任务。在近
三年的疫情防控工作中，金湾区疾控
中心在疫情应急处置、风险研判、排查
监测、教育指导等各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金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

建设能够提升目前金湾疾控中心的技
术设备、服务质量、服务规模，有效缓
解目前疾控体系局促和紧张的局面。
对于人才培养和医疗资源的培养提供
了一定空间，为医学研究的良好进行
提供了设施设备等要素保障条件，为
金湾区医疗新产业的开拓留下充足的

余地。”金湾区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加强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建设，是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根本
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
推进健康金湾建设的重要保证。项目
建成后对推进金湾区卫生健康事业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具有明显的社
会效益。

推动健康金湾再上新台阶

金湾区疾控中心转入主体工程建设阶段

金湾区疾控中心效果图。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近年来，金湾区推动“智慧化”服
务建设，为实现政务服务不打烊引进
了数字化自助设施设备，建设24小时
自助服务区，融合线上线下办理方式，
推动纳税申报、社保缴费、税费清缴、
不动产查询打印、社保打印、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办理等529项高频事项实
现全天候自助办理。

如今，走进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
A2栋一楼大厅，就可以看见24小时
自助服务区内，一排全天候“在线”、功
能各不相同的自助服务机。它们当
中，有可提供450项服务的5G政务晓
屋，有办税“好帮手”税务一体化办税
终端，有集查询、办理、打印材料功能
为一体的社保自助服务机，以及最新
入驻的智慧体检拍照一体机。在金湾
区市民服务中心A1栋七楼还专设了
24小时公安业务自助服务，可自助办
理居住证业务、出入境签注、身份证领
取、交通违法查询及处理等20余项服

务。
而除了在政务服务上推动“智慧

化”建设，金湾区还以“人性化”服务为
宗旨，推动政务导览个性化。近日，

“金湾e办”政务办事智能引导服务微
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并内嵌区市民服
务中心位置服务引擎，全景展现办事
窗口、服务区域、重点场所具体位置及
行进路线，帮助市民快速到达目标地
点。其中，“便民服务点”导览可帮助
市民快速找到母婴室、自助服务区、轮
椅借用点。

此外，使用“金湾e办”，市民还
可以通过“智能停车”功能，在金湾
区市民服务中心停车场内精准找到
车辆停放位置。“我女儿今天教我用
了这个‘智能停车’功能，我下车之
后在小程序里点击‘记录车位’，办
完事了点击‘反向寻车’，导航就把
我带到车跟前了。”金湾区市民周女
士告诉记者。

智慧化与人性化交织 政务服务不打烊

本报讯 记者金璐报道：为提升居民
正确使用燃气的安全意识，预防事故发
生，12月1日，平沙镇大虎社区开展燃气
安全知识讲座，20名社区居民参与。

当天，大虎社区邀请了平沙镇消防
救援分局消防员与珠海市海力燃气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为居民授课。讲座的
第一个部分中，燃气公司工作人员首先
通过“理论知识+案例分析+现场示范”
的形式，围绕“燃气基本知识”“安全用
气常识”“安全隐患分析”“燃气事故案
例”“燃气泄漏应急处理方法”五个方面
为居民进行讲解。随后，重点提醒居民
在日常使用燃气时，要注意要定期检查
并及时更换胶管，遵守“人离火灭”的安

全守则，并普及了燃气使用安全“十不
准”原则，告诉居民要警钟长鸣、防患于
未然。

讲座的第二个部分中，平沙镇消防
救援分局消防员们现场为居民派发了
燃气安全知识手册，示范了燃气泄漏报
警器、防毒面罩和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
法，科普了发生燃气火灾的处理注意事
项。大虎社区居民李阿姨表示，“讲座
知识很实用，回到家里我要立马检查一
下家里的煤气管道，看看是否要更换。”

大虎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知
识讲座宣传普及了燃气安全知识，让社
区居民充分认识到了安全用燃气的重
要性，有助于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平沙镇大虎社区
开展燃气安全知识讲座

讲座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A1栋七楼提供24小时公安业务自助服务。

5G政务晓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