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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审计局披露 2018 审计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

7大类59审计项目
查出问题金额44.93亿元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珏、 通讯员孙
幼姣报道：9 月 9 日， 珠海市审计局发
布公告， 披露了 2018 审计年度 （指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 ， 下同）市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
情况， 围绕重大政策措施落实、“三大
攻坚战”、公共资金绩效、公共工程项
目、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等 7 大类 59 个
审计项目，查出问题金额 44.93 亿元。
审计期间， 审计单位已完成问题整改

298 个， 已落实整改金额 12.35 亿元，
其中上缴财政 1.6 亿元，节约财政拨款
或补贴 2509.66 万元， 调账纠正金额
1966.5 万元。

珠海市审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该局将绩效审计理念贯穿于审计
工作全过程和各个审计项目， 不仅关
注钱花得对不对，更关注花得好不好、
有没有效， 以及相关政策目标的实现
情况。 公共资金管理方面，揭示部分财

政资金闲置、 部分重点资金项目进展
缓慢、 绩效不明显、 监管不到位等问
题；公共投资管理方面，揭示了部分项
目设计论证不充分、预算编制不准确、
用地征收补偿不规范、 质量管理不到
位、监理管控缺位导致预算造价偏高、
损失浪费等问题。 该局积极推动预算
单位不断增强绩效意识， 促进财政资
金提质增效， 确保每一分公共资金都
用在“刀刃”上。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卓栋、
通讯员谭耀广报道：江门将重点
培育人力资源服务业，在未来打
造出大湾区人才高地。 到 2025
年，全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总数
达到 120 家以上，实现产业规模
40 亿元……记者 9 日了解到，日
前公示的《关于加快江门市人力
资源服务业发展实施意见（公开
征求意见稿）》（下称 “《实施意
见》”）中提出的产业目标。

记者了解到，为满足江门经
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去年年底江门市建成并运营了
首个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作为
江门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人才
发展的新阵地， 截至今年 6 月，
该产业园已成功引入国内 20 家
著名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其中
两家机构具有港澳资金背景，为
13000 多家企业提供服务， 引进
和管理的对象达 60 万人次。

《实施意见》指出，江门市将
以人力资源产业园载体建设为
基础， 扶持政策体系为引导，引
进国内国际知名人力资源产业
服务机构，兼顾本土品牌机构扶
持培育，按照“一园多区、离岸服
务”总体布局，逐步构建市场化、
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
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培育和打
造有特色、有规模、有活力、有效
益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引导
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江门

集聚，形成低中高端服务产品相
结合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链，为
江门市提供优质高效的人力资
源服务保障。

具体产业目标方面，到 2025
年， 江门将全面建成设施完善、
管理规范、服务高效、运转顺畅
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形成主
园区与分园区的“1+N” 扇形辐
射格局；力争全市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总数达到 120 家以上，引进
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20 家， 从业人数达 2300 人，实
现产业规模 40 亿元。

目前，江门首个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面积约 4040 平方米，
配置众创空间、成果展示区、会
议培训、办公区 、创客咖啡、运
管中心、休闲区等 7 大功能区，
至 今 年 上 半 年 进 驻 率 已 经 达
90%。 未来，这一产业园将要进
行扩容。 根据 《实施意见》，到
2021 年， 江门将力争建成 1.5
万平方米江门市人力资源产业
园主园区；到 2022 年，蓬江、江
海、新会、鹤山基本建成人力资
源产业分园，并形成初步规模，
全市集聚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 65 家， 引进国内外知名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 10 家，从业人数
达 1300 人， 实现产业规模 15
亿元； 到 2025 年， 全市规模较
大产业园基本建成人力资源产
业园分园。

1995 年，刚刚大学毕业的
莫国清被“特区”的名头吸引，
随即就被分配到了万山小学，
当时的万山小学只有 13 名老
师和 100 多名学生。“那个年
代大学生还挺稀罕的， 我又是
学生干部，自然心高气傲。 ”莫
国清说，“之前对海岛不了解，
来到岛上一看，马上就后悔了，
甚至想马上丢了这个‘铁饭碗’
走人。”但是母亲告诉他应该静
下来心来工作， 于是他一留就
是 20 多年。

面对家庭父母， 莫国清感
到愧疚。 妻子跟着莫国清来到
海岛，在万山小学做代课老师，
最后连在肇庆的干部身份也失
去了。来岛第三年，莫国清的母
亲不幸离世， 但他连母亲的最
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收到消

息马上想赶回去， 但是当天打
台风，一艘船都没有，等我回去
的时候，母亲已经下葬了。 ”莫
国清的眼圈很红， 眼里满是遗
憾 ，“可是这样的事情还在重
演，就在去年，我们学校的一名
老师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见
到家人的最后一面。 ”

“我对这里太熟悉了。 ”莫
国清说 ，“现在岛上人越来越
少， 我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些学
生了。 ”现如今，岛上教育的软
硬件水平不断提升， 万山小学
还得到了市区的香山小学帮
扶———现场教学、 网络授课等
教育资源已经开始实现共享，
“学生们的基础不同，做到完全
同步很难。 ”莫国清说。

没有新人加入， 学校就只
有靠老一辈的教师支撑， 人才

的断层导致很多老教师不得不
在海岛上工作多年。 岛上的年
轻人都在想着怎么出去， 很少
有人愿意留下来， 而辛辛苦苦
招聘来的老师看到岛上的艰苦
情况，大都表示不适应，就再也
不肯来了。“同等条件下，新人
肯定会选择留在市区。”莫国清
很无奈。人员流通了，海岛学校
的血脉才会畅通，莫国清介绍，
现在万山区推动海岛学校交由
香洲区管理， 老师则由香洲区
进行统筹， 到香洲区的学校进
行轮换， 工作几年之后再回到
海岛上，“目前这些举措为海岛
上的老师们开辟了一些新的渠
道 ， 让海岛学校补充新鲜血
液。”莫国清说：“现在万山岛建
设得很好，机构也会增加，学生
肯定会多起来！ ”

江门未来或成为
大湾区人才高地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达报道：
在线看病就诊，5G+ 应急救援，
5G+ 远程超声，广州、珠海、四川
甘孜、 西藏米林 4 地连线同步查
房……9 月 7 日上午， 广东省第
二人民医院珠海医院互联网医院
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珠海医院
（珠海高新区人民医院） 正式上
线，这是珠海探索“互联网 + 健康
医疗”新模式的又一成果。

近年来，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
院珠海医院在“互联网 + 医疗健
康”建设及智慧医院建设等方面
成效明显，先后建立了远程诊断
中心（含超声 、影像）、医用耗材

SPD； 实现了分级诊疗、 远程会
诊、智能体检、预约挂号、移动支
付等便民服务及相关功能。 医院
还利用互联网医学培训平台，应
用远程会诊信息系统，与省级三
甲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实
现手术演示、共同查房、共同读
片、共同分析诊断，通过一体化
的管理， 促进基层医疗水平提
升。

此外， 医院积极探索以互联
网医院为载体，破解贫困地区的
“资源限制”，助力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到贫困地区，实现医疗资源
共享。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珠海医院互联网医院上线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郑达

早上8时不到，珠海万山小学的老师们开始陆续走进学校。小学
位于半山腰，到达学校需要爬一段又陡又长的坡，即使对于年轻人
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校长莫国清今年45岁，每天到达学校的第一
件事便是巡查校园安全，然后跟值班老师一起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
回校。

万山岛虽与万山群岛同名， 但它仅仅是一个面积约 8.1 平方公
里的小岛， 万山小学便是这座岛上唯一的一所小学。 如今，15
名老师和 43 名学生便是这所学校的主人。“我来岛上已
经 24 年了，但是在学校里，除了去年刚来的马老
师，我是最年轻的。 ”莫国清说，教过的学生
一轮又一轮，老师们却像海边亘古不
变的礁石一样， 战胜孤独和艰
苦， 用自己的知识和力
量支撑起了这所
海岛小学。

万山海岛教书人：

用知识和力量

撑起海岛小学
潘发兰是万山小学为数不多的

女老师。1993 年刚来到来到万山小
学那会儿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
娘，此后就一直坚守在这里。 让潘
发兰记忆深刻就是岛上的艰苦条
件：学校没有厕所 ，想上厕所必须
下山；教室全是石头房，没有风扇；
地上坑坑洼洼，连黑板都是水泥做
的。 另外，淡水要用管子从山上引
下来，电则是“限量供应 ”，这些都
尚可接受， 但最难熬的便是孤独：
写了信半个月寄不回去，每周只有
一两趟回市区的船，还是人畜在一
起，单程就需要 3-4 小时。“当时特
别不习惯 ，每次坐船都会吐 ，吐着
吐着就开始习惯了。 ”潘发兰笑着
说，“还有船票也很贵，我那时候工
资只有几百元，单程的船票都要 80
多元。 ”

潘发兰出生在教育世家， 父亲
因病昏倒在讲台上， 作为家中的老
大，她自然当家做主，承担起养家的
义务。“当时我也是个半大孩子，家

里情况难的我天天掉眼泪。 ”潘发兰
说， 是孩子们让她留了下来，“看到
了孩子就特别开心， 一上课就把这
些事儿给忘了。 ”事实也是如此，前
些年， 潘发兰班上有一名智力较低
的多动症学生，上课喜欢爬窗户、随
口爆粗甚至还跳过一次海。 潘发兰
就时时刻刻盯着， 用实际行动去感
化那位学生。“我知道他喜欢吃零
食，就告诉他只要听话，下课就给奖
励一根棒棒糖。 ”潘发兰说，从此以
后，只要她回市区，总会给这名学生
带上一大袋零食，“后来他渐渐开始
听话， 在学校和政府的帮助下去了
市里治疗， 他的家人至今还很感谢
我。 ”

而另一位姓邱的学生虽然成绩
很好但是十分调皮， 他的父亲脾气
暴躁，经常打骂他。 有次因为跟父亲
发生矛盾，离家出走了。 潘发兰与全
校老师一起， 最终在山里面找到了
孩子。 经过慢慢开导，再加上做家长
的思想工作， 邱同学性格改变了很
多，家长也认可老师的做法，最终他
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现在他
只要回岛就会来学校看我。 其实不
仅是他， 很多学生回岛的第一站就
是我们学校。 ”潘发兰说得很骄傲，
“我们教出来的学生有考上重本的，
甚至还有一个博士。 ”

马强业今年 31 岁 ，对于海岛
来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对
于学校而言， 硕士研究生的名号
是整个学校有史 以 来 的 最 高 学
历。 去年 9 月 1 日，他正式来到万
山小学报道 ，结束了万山小学 23
年没有“新鲜血液 ”补充的尴尬 。
马强业是甘肃人，从小没见过海，
于是抱着对大海的美好幻想来到
万山小学。

新人自有新气象， 马强业的到
来自然打破了万山小学的平静。 作
为一名音乐系的高材生，他的出现
给孩子们带了诸多乐趣。 岛上娱乐
少，到了放学时间，马强业的歌声
和琴声总会吸引不少学生。“我现
在给学生教授的课外课程都是免
费的，不少学生跟着我练习。 ”马强

业说。 学校里的老师个个都是“全
才”，语数外样样精通，马强业也不
能例外。“我先向别的老师请教，
一边学习一边给孩子们做老师。 ”
马强业笑着说 ，“这对我也有好
处，让我的接触面变广，知识更丰
富。 ”通过努力，作为学校“老幺”
的马强业荣获 2019 年度珠海市优
秀教师称号。

一年时间过去， 马强业已经完
全适应了岛上的生活， 万山岛变成
了他的第二故乡，他甚至可以用不
太流利的广东话和岛上的居民进
行简单的交流。“来之前根本没想
那么多，就想着海岛的风景一定很
美。 ”马强业笑着说，“结果上岛第
一天，感觉是相当糟糕，甚至想到
辞职。 ”去年香洲区统一考试，马强
业的妻子也考中了，不过她被分配
到了桂山小学。 条件差就可以将
就，牛郎织女的生活着实让马强业
头疼，愁坏了的马强业跟妻子一番
交流，决定“既来之，则安之”，从此
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如果没
有台风的话， 我们现在每周见一
次”。

马强业：
视小岛为第二故乡

潘发兰：
坚守 26 年无怨言

莫国清：
希望新鲜血液补充

莫国清在工作中

广州人力资源协会一行参观江门首个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受访者供图

马强业和潘发兰跟学生一起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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