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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珏报道：10
月 30 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珠海
市中心支行获悉， 该行近日发布了
珠海货币信贷运行数据， 今年前三
季度， 珠海存贷款增量双双创下历
史同期新高。其中，存款增速居全省
第一； 贷款余额首破 6000 亿元，增
速超全省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9月末， 珠海市各项
存款余额8565.09亿元， 同比增长
14.1%， 较去年同期增速加快3.5个
百分点； 比年初增加1020.90亿元，

同比增加445.38亿元， 增量创历史
同期新高，存款增速居全省第一位，
较全省增速高3.6个百分点。9月末，
珠海市各项贷款余额6121.21亿元，
同比增长16.2%， 增速较去年同期
提高 4.7个百分点 ； 比年初增加
858.12亿元，同比增加395.64亿元，
增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横向来看，贷
款增速较全省高1.1个百分点，分别
位居珠三角第 7 位和全省第 9 位。

据了解，今年前三季度，珠海单
位贷款增速居全省前列， 住户贷款

增速持续回升。 数据显示，9 月末，
珠 海 单 位 贷 款 余 额 同 比 增 长
20.9%，增速居全省第二位；比年初
增 加 596.07 亿 元 ， 同 比 多 增 加
175.40 亿元， 占各项贷款增量的
69.5%，增量占比居全省第二位，增
量金额居全省第 5 位。同期，住户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 12.2%，连续 12 个
月回升， 其中居民个人住房贷款和
个 人 经 营 性 贷 款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2.8%和 22.9%， 个人非住房消费
贷款同比增长 0.9%。

珠海前三季度存贷款增量再创新高
其中存款增速居全省第一

美食季期间， 游客们可跟随
渔船出海海钓， 回到岛上即刻加
工，品尝自己捕获的海鲜。 从广州
特意过来的容女士虽然收获不
多，但还是很开心：“很好玩，值得
尝试。 ”对于赵女士来说，海钓成
了她促进亲子关系的意外收获：

“我们都是第一次尝试这一类的
活动，孩子一开始还不愿意来，但
是现在玩得很开心， 我也觉得很
新鲜。 ”而在此次美食季活动的终
点站———万山岛 & 东澳岛串岛狂

欢篝火晚会中，就吸引了 30 人次
的海钓爱好者共同前往参与。 在
海钓教练的指导下， 不管是新手
还是老手都收获颇丰。 郑先生一
行钓到了一条近十斤重的鱼，每
个人都很开心：“在娱乐当中感受
到大自然的馈赠， 而且觉得自己
钓上来的鱼特别好吃。 ”

近年来， 万山区将发展海岛
高端旅游作为主攻方向， 完善海
岛基础设施，打造一批景观、活动
节点，加密海岛航班，开通空中航

线，加大旅游推介力度，万山群岛
的知名度和旅游热度逐年提升。
在珠海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万山区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粤港澳大湾区休闲旅游度
假胜地”。未来，将通过“万山群岛
海鲜美食季”将最美味的海鲜、最
有趣的海岛休闲度假活动带入千
家万户，丰富“万山群岛海鲜美食
季”以及“万山群岛旅游”的形象
内涵， 使万山群岛成为珠海的一
张美食名片、旅游名片。

羊城晚报讯 记者钱瑜、通讯
员 刘吉伟摄影报道：地下管网被
喻为城市的良心， 横琴综合管廊
屡获殊荣，它是如何布局的？ 又是
如何建设的？ 10 月 30 日，中冶集
团举行企业开放日活动， 带领公

众走近横琴综合管廊，揭开其“神
秘面纱”。

走进一个宽敞、整洁的空间，
墙壁上和地面上均安装有管道，
电力、 通讯等各种不同的缆线分
别安装在粗细不一的塑料管道

内， 在管廊内有序摆放、 互不干
扰。 据悉，横琴地下综合管廊网络
全长 33.4 公里，覆盖全岛“三片、
十区”106 平方公里，成“日”字形
布局， 是目前国内已建成的里程
最长、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善的地
下综合管廊。

综合管廊分为一舱式、 两舱
式和三舱式三种， 其中一舱式综
合管廊 7.6 千米， 两舱式综合管
廊 19.2 千米 ， 三舱式综合管廊
6.6 千米; 电力管廊均为一舱式，
共 10 千米。纳入管线种类包括电
缆、220kV 电力、通信、给水、冷凝
水、中水和垃圾真空管 7 种管线，
不但能满足近期的需求， 还为将
来的扩容预留了足够的位置。

横琴地下综合管廊投资约 22

亿元， 是在海滩软土区建成的国
内首个成系统的综合管廊， 管廊
的建设难点颇多。 管廊的建设
方———中国二十冶集团相关负责
人举例称，地质问题是难题之一。
横琴管廊工程位于深厚海相沉积
流塑淤泥软土层和沿海剥蚀残丘
地层， 淤泥最深处达 41.5 米，平
均厚度 22 米； 平均含水率 70%，
具高含水率、 高压缩性、 大孔隙
比、高灵敏度、强度低等特性，具
流变、触变特征，易导致路基沉降
和失稳， 是国内地质条件最差的
区域之一，“就像个豆腐块， 施工
很有难度”。 克服重重困难，横琴
综合管廊开国内系统化管廊建设
之先河。

据介绍，横琴综合管廊设计

超前，按 100 年发展需求规划建
设。 它杜绝了“拉链路”现象，同
时保养维护方便， 节约用地 40
余公顷。 中国二十冶集团相关负
责人称，横琴综合管廊为我国城
市建设和城市改造稳步推进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提供了成
功范例。

据悉， 横琴综合管廊项目为
“获奖大户”， 曾获得珠海市优良
样板工程、广东省优良样板工程、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等多个奖
项。 2017 年，综合管廊工程项目
荣获全国首个综合管廊鲁班奖，
近日， 该项目又荣获第十七届中
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至此，该项
目荣获两个建筑领域国家级最高
奖项。

羊城晚报讯 记者彭纪宁，通
讯员谭耀广、黄晓芳摄影报道：记
者日前从江门市文化馆获悉，为
进一步推进江门市文旅融合发
展， 由江门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
局主办 ， 江门市文化馆承办的
2019 江门交响乐团进景区巡演即
将走进江门四大景区。

2019 江门交响乐团进景区四
场演出活动分别是：11 月 7 日晚
进台山三合怡和温泉；11 月 21 日
晚在开平碉楼自力村；11 月 28 日
晚在开平塘口天下粮仓；12 月 5
日晚在台山国家农业公园。 四场
演出都于当天 20 时准时开演 。
《北京喜讯传边寨》、《海峡组曲》、
《红色娘子军》 等管弦乐表演，女
声独唱《共圆中国梦》、《春天的故

事 》及男女对唱《不忘初心》等节
目可谓精彩纷呈， 将为前来欣赏
的游客一一呈现。

据了解，江门交响乐团 (见上
图 )成立已有 16 年，是省内地级市
颇具规模的非职业管弦乐团，先
后公演了红色经典《长征组歌》、
《黄河大合唱》， 与名家合作演绎
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走西口》
等经典协奏曲，足迹遍及珠三角；
曾参演或承办粤港澳新年音乐
会、珠中江同城音乐会、南粤幸福
周、“高雅艺术进校园” 等大型演
出和系列活动。 近年，乐团聘请指
挥家、作曲家、音乐制作人施惠德
先生担任常任指挥。 江门交响乐
团的影响越来越大， 是江门文艺
主要力量之一。

“依托‘云’平台的建设，我
们可以打通部门之间的信息‘孤
岛’， 整合分散、 独立的政务信
息系统， 提升政务数据资源共
享、交换的效率。 ”岑英创表示，

“政务上云 ” 引导了“服务下
沉”，由于数据共享、交换，群众
就能少“跑腿”、少递交资料，而
且能选择在网上、自助终端或就
近窗口办理。 比如， 今年 7 月
起， 市民打开“江门易办事 ”
APP，点击“数字政府”栏目下方
的“政务服务预约”， 便可根据
提示操作进行不动产登记交易、
税务查办等业务办理的预约 。
除此之外， 市民还可通过 APP
预约挂号、查询实时公交、查询
社保公积金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办事
需要跑多个窗口、递交多份资料、
等候时间久的不动产交易登记事
项，得益于“政务上云”，相关部门
打造了“一体”不动产登记综合
受理平台（系统），在保留原有各
审批系统的基础上，实现部门数
据交换互认与实时共享，实现一
网式审批办结。 目前，只要跑一
个窗口，甚至在网上或自助终端
办理，不需提交纸质资料，商品
房（一手 、二手）交易涉及缴税、
办证等整个流程最快 24 小时内
可办结，其中涉税非涉证业务甚
至可以两小时内办结。 记者了解
到， 该项改革还因其创新性、便
捷性和显著成效，入选“中国‘互
联网’优秀案例 50 强”。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达报道：
10 月 30 日上午，中资 （澳门）职
业介绍所协会（下称 “中职协会 ”）
和珠海市技师学院共同建设的内
地与澳门人力资源合作培训中心
正式启用。 该中心将面向内地和
澳门开展各类人力资源培训，年
培训能力逾 12000 人次。

记者获悉，2004 年，中职协会
成立之初时，内地输澳门劳务人员
数量只有 1.9 万人， 以后逐年增
加，到目前达到约 12 万人，占澳门
就业人口总数的 31%， 工作领域
涵盖除博彩业以外的绝大部分行
业， 服务对象超过 1.4 万多家雇
主，内地输澳门劳务人员成为补充
澳门人力资源不足的主要来源。

内地与澳门人力资源合作培
训中心建在珠海市技师学院吉大
校区内， 拥有一个 250 个座位的
多功能培训室以及满足参训人员
学习的相关设施。 该中心以珠海
市技师学院的职业技术教学资源
和实训条件为依托， 面向内地和
澳门开展各类人力资源培训，包
括内地输澳门劳工的岗前培训、
内地在澳门工作人员的岗位技能
提升培训等， 旨在提高内地输送
澳门工作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水
平。“我们将于 11 月 5 日开展第
一场培训，每周培训 1 到 2 次，培
训时长视培训项目决定。 培训师

资由中资（澳门） 职业介绍所协
会、珠海市技师学院共同负责。 ”
珠海技师学院副校长曾国熊介
绍，“针对内地输澳门劳工的岗前
培训， 目前已开展西门子 PLC 自
动化控制技术以及维修电工职业
技能‘一试两证’培训，后续还将
开展网络安全、 智能化家居等培
训项目。 ”

内地与澳门人力资源合作培
训中心可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的
作用，对加强内地与澳门的人力资
源合作，尤其是珠海与澳门在人力
资源领域的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可为澳门培养更多急需的技能
型人才，更好地服务于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是珠海市大力支持澳
门的具体举措之一。“我们的培训
是面向生产的， 澳门第三产业发
达，技术培训相对较弱，这是一个
良好的补充。 ”曾国熊表示。

据悉，该中心的启用，将在原
有培训基础上， 改善培训条件、提
升培训层次，扩大培训规模，继续
着力于提高内地输澳门人员的职
业素养和适应澳门形势的能力。 下
一步，该培训中心还将继续拓展培
训领域和对象。 比如考虑组织开展
澳门本地居民技能培训、支持澳门
青年和学生在珠海开展创业技能
实践等活动，助力澳门在融入大湾
区建设过程中再次实现经济腾飞。

2019 万山海鲜美食季今日落幕

万山百味 鲜入人心
文 / 图 郑达

“好吃！ ”“好玩！ ”“很独特！ ”
这是 2019 年万山海鲜美食季期
间，游客们最常说的话。 8 月 16 日
-10 月 31 日，游客们在桂山岛、外
伶仃岛、东澳岛、万山岛尝海鲜、玩
海钓、游海岛，体验了多种多样的
海岛风情。

万山群岛不仅各个岛屿充满
野趣，极具神奇色彩，更有原汁原
味、绝无污染的海鲜，回味无穷的
海味干货，是游客们与吃货们必须
打卡的“网红胜地”。 今年的美食季
涵盖了桂山岛开渔尝鲜大会、岛上
陌生人饭局暨外伶仃岛海鲜美食
之旅，以及万山岛 & 东澳岛串岛狂
欢篝火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万
山群岛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打破常规美食节概念，衍生成狂欢
节活动，四个海岛以四大地标美食
为主题举办海鲜美食创意市集、篝
火晚会、海岛海鲜美食长街宴等相
关主题活动， 让万山群岛美食、旅
游声名远播。

8 月 16 日上午，随着激昂
的汽笛声响起，一艘艘渔船驶
出码头，宣告本年开渔季正式
开始。 傍晚时分，桂山岛上人
声鼎沸，在海岛海鲜美食长街
宴上，渔民用当天出海打捞回
来的最肥美鲜甜海鲜款待各
方宾客：石斑鱼、将军帽、狗爪
螺……万山特色海鲜经过厨
师们巧手料理，让游客们赞不
绝口：“味道很棒！ 平时吃的海
鲜都没有这次新鲜。 ”配合着
长街宴，万山群岛年度海鲜美
食评选活动也正式启动，从大
排档到大酒店，各大餐厅踊跃
参与评选，风格迥异的美食为
游客们带来不同的体验。 此次
海鲜美食评选活动也贯穿四

岛各大餐厅，从摆盘、口味、环
境等方面评选出海岛地标美
食及海岛优质餐厅。 此外，海
岛商家以前三届美食季活动
评选特色菜品为主，整合成此
次活动的优惠组合，为游客提
供一定价值的优惠套餐 、代金
券、折扣券等优惠。

除了美食体验，极具海岛特
色的海鲜娱乐赛也吸引了不少
游客。 在有钻石沙滩之称的南
沙湾上，加油声、欢笑声不绝于
耳。 星光璀璨，游客们在享受自
助晚餐后，海鲜恐怖箱、你比划
我来猜等游戏将现场变成了游
客的狂欢节。 篝火燃起，游客围
在篝火旁边唱边跳， 脸上满是
笑意。

美食狂欢，游客嗨翻天

内地与澳门人力资源
合作培训中心启用

提高内地输送澳门工作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水平

江江门门交交响响乐乐团团将将走走进进四四大大景景区区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通讯员 江讯 谭耀广

江门市印发“数字政府”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一周年之际，另一
份有关“数字政府” 的规划———《江门市“数字政府” 建设总体规划
（2019—2021 年）》（下称《规划》）日前正式发布。 记者 30 日了解到，
《规划》向公众勾画了未来三年江门“数字政府”搭建的蓝图，包括“网
购式”政务服务大平台、推动 2020 年年底前企业民生相关热点政务
事项“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四个 100%等。

投资 22 亿元，荣获两个建筑领域国家级最高奖项

横琴综合管廊揭开“神秘面纱”

根据《规划》，江门“数字政
府” 的建设目标是建设“数字政
府”智慧大脑，搭建“网购式”政
务服务大平台， 实现协同管理和
服务。《规划》提出，分三个阶段
推进江门“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
作，2019 年为重点突破期，2020
年为全面普及期，2021 年为深度
发展期。

依照《规划》，江门“数字政
府” 将建设一个会思考的智慧大
脑， 促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精

准智慧化、服务人性化、应急快速
化、决策科学化；建设体验最佳的
“网购式”政务服务大平台，实现
传统政务服务向“部门网店化、服
务产品化、沟通即时化、点评大众
化、过程可溯化”的转变。 其中，
江门将以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
利度、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导向，推
动江门 2020 年年底前实现凡与
企业生产经营、 群众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的政务服务事项“马上办、
网上办、 就近办、 一次办” 四个

100%。
记者了解到， 为实现上述目

标，到 2021 年年底，通过智慧大
脑和政务服务大平台建设， 江门
将构建统一的“一朵云”（安全的
政务云）、“一张网”（互联互通的
政务网络）、“一个湖”（最全的数
据湖）、“一平台”（统一的政务服
务平台）， 实现跨层级、 跨地域、
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
理和服务， 全面提高政府现代化
治理能力。

今年 9 月 23 日，广东省“数
字政府”政务云江门节点（一期）
正式上线。“下一步，我们将对接
各级各部门业务系统 ， 安排上
‘云’，逐步进行系统迁移工作。 ”
江门市信息中心主任岑英创透
露，与民生、公共服务、行政审批
相关的业务部门将成为首批安

排上“云”的部门。
作为《规划》实施的首年，

江门在“数据上云 ” 方面进行
了重点突破。 据江门市政务服
务数据管理局数据， 目前江门
市已完成市本级 56 家机房和
399 个信息系统的接管运维工
作， 共清理整合各类政务信息

系统 18 个，拉通数据对接应用
132 个，实现“网络通、业务通、
数据通 ”， 其中自主开发的不
动产登记综合受理系统 ， 实现
与不动产登记系统、 住建部门
网签系统、税务部门“金三”系
统等 11 个系统对接、信息共享
互认。

明年实现热点政务事项四个 100%

今年在“数据上云”方面重点突破

“政务上云”引导“服务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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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网购式”政务服务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