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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民生

本报讯（记者张晓红）
11月 25日，由珠海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国家税务总局
珠海市税务局主办，香洲区

“交房即发证”启动仪式在华
发琴澳新城四季峰景举行。
10户业主代表顺利完成了
收房领钥匙、拿证等全流程，
实现了交房和领证零时差、
零等待的“无缝衔接”。华发
琴澳新城四季峰景也成为了
香洲区首个“交房即发证”地
产试点项目，香洲区不动产
登记工作迈入新台阶。

仪式上，珠海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
晨光为10户业主代表颁发
产权证, 华发股份珠海大区
总经理钟百灵将钥匙交到每
一位业主代表的手中。10
户业主代表成为珠海市香洲
区首批享受“交房即发证”的
业主。“交楼的同时就能拿到
产权证，这对老百姓来说，真
的很安心。”业主代表之一王

曼说。
王曼告诉记者，以前从

收楼到办证耗时长，又需要
提供很多的资料，现在能一
步到位非常方便。“政府出
台便民利民的举措，让我们
老百姓能够切实享受到政
策的福利。我们也希望会
有更多的业主跟我们一样幸
运。”她说。

据了解，“交房即发证”
新模式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的
重要措施，是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办事群众满意度的具体
举措。通过住房城乡建设、
自然资源、税务、不动产登记
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合力提
升商品房交易、税收征缴、不
动产登记服务效率。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初始登记科负责人郭向
东告诉记者，让业主在收楼
的同时能够领取到产权证，
这一模式是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一项
重要内容。以往，从交房到
领取产权证，大概需要半年
或者是一年时间，现在则是

“无缝衔接”。
据悉，该项目是香洲区

“交房即发证”首次试点。国
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
二级高级主办文英介绍，今
后，试点项目的购房者在收
到收房通知后,只需在手机
上通过“粤税通”微信小程
序缴纳税款、备齐资料，即
可在收房时同步办理、领取
不动产权证书,无需再前往
办税服务厅。

接下来，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将继续深化“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通过政策宣
传，鼓励、支持和引导更多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到

“交房即发证”模式，让珠海
全市“交房即发证”的楼盘越
来越多，让每一个楼盘的业
主都更加安心、顺心。

一手收房 一手领证

香洲区启动首个
“交房即发证”模式项目

本报讯（记者耿晓筠）记者
从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获
悉，为推动我市老年人支付服
务便利化，切实增强老年人日
常金融支付服务的可得性和满
意度，近年来，珠海银行业立足
老年人支付服务需求，制定“适
老化”支付服务专项制度，优化
支付结算业务办理流程，积极
打造安全、无障碍的“适老化”
支付服务环境，努力消除老年
人支付领域“数字鸿沟”，取得
良好成效。

为长者提供人性化服务

据了解，目前，我市90%以
上银行机构已开通“绿色通道”

“敬老爱心窗口”，增设无障碍通
道等，便利长者办理业务。我市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渤海银行
等银行基层网点配有专人引导
长者业务办理，提供填写资料等
全流程“一对一”帮办服务，并在
大厅配备爱心座椅、老花镜等适
老设施，为老年客户提供人性化
关怀；华润银行、东莞银行珠海
分行在银行网点配备了雨伞、

“玻璃防撞”和“雨天防滑”等提
示，还准备了应急药箱，备好常
用的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适老化”支付产品更贴心

近年来，珠海银行机构持续
加强银行卡受理环境改造，积极
拓展支付及消费场景应用，确保
公交、零售、公共事业费用缴纳
等老年人高频消费场景均支持
银行卡支付。针对部分长者偏
好使用存折或现金的习惯，珠海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打造支付及
消费场景时，全面支持现金支
付、银行卡支付、移动支付等方

式，严禁出现排斥现金支付现
象，满足长者现金支付需求。与
此同时，我市银行业积极推动支
付“适老化”产品的创新应用。
珠海交行、珠海农商银行等通过
升级智能终端机具等智能设备，
优化自助终端操作界面，上线适
老版手机APP，在手机银行中
嵌入大字设置、语音播报功能等
方式，创新产品应用，帮助长者
更好使用支付服务。

长者支付业务流程更优化

针对部分长者由于身体原
因不能临柜办理业务的情况，我
市中国银行、光大银行等推出上
门开卡、社保卡持卡开户、账户
密码重置等服务，银行工作人员
利用手持终端设备上门为其办
理业务，实现长者“不出门，办成
事”，该类服务获得社会好评。

长者支付结算更安全

据统计，自2020年以来，珠
海市银行机构事前堵截涉老年
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6起，为
事主挽回经济损失 326.75 万
元。为提高长者风险防范意识，
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组织
珠海金融机构，将移动支付安全
性普及和防范涉赌涉诈违法犯
罪活动警示教育相结合，为周边
社区老年群体常态化开展公益
服务、讲座等活动，传授防骗防
诈知识，在为老年群体营造便捷
移动支付体验的同时，增强其风
险防范意识，提升长者使用移动
支付的安全感。今年以来，我市
银行机构累计开展老年客户移
动支付安全教育、防电信诈骗等
宣教活动160余场，覆盖老年群
体2万余人次。

珠海银行业“适老化”支付服务出实招

帮助长者跨越支付领域的“数字鸿沟”

本报讯（记者纪瑾）为传承
传统技艺，宣传旧物利用的环保
理念，24日下午，南坑社区党委
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非
遗文化之自然的馈赠——‘草木
染’艺术学习活动”，带领社区居
民共同学习中国传统印染知识。

活动中，居民们认真聆听老
师“草木染”工艺及印染方法、步
骤的讲解，并亲自动手染制手
绢、衣服及发带。居民们带来了
家里闲置的旧衣及旧布料，把翠
绿的树、火红的枫叶等形象拓印
在了自己设计的衣物里。年轻
的女孩子们将珠海市市花簕杜

鹃印在了心仪的发带上，别具一
格；有的居民认为白色衣服不耐
脏，索性将衣服拓印成了如夜幕
一般的蓝黑色。活动中，居民们
纷纷表示，通过自己的创作，以
这样具有艺术感的方式让旧衣
物焕发新活力，同时为环保尽一
份力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本次“草木染”非遗艺术学
习活动旨在让居民们直观、生动
地认识并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零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
力；同时推动“绿色、低碳、环保”
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提高社区
居民自觉爱护环境的意识。

狮山街道南坑社区开展非遗文化学习活动

传统印染共学习 环保理念齐入心

居 民 运
用“草木染”
工艺染制手
绢、衣服及发
带等。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记者王帆）11
月25日，上海、杭州、徐州均
出现阳性个案！当晚，珠海
疾控发布紧急提醒，我市对
11月12日以来有上海市中
风险地区旅居史来（返）珠人
员，开展居家隔离14天；对
11月12日以来有上海市浦
东新区、青浦区旅居史来
（返）珠人员，开展“四个一”
健康管理和“14天自我健康
监测”。

同时，我市对有浙江杭
州（11月 22日以来）、江苏
徐州（11月 21日以来）、江
苏苏州（11月20日以来）旅
居史的来（返）珠人员，开展

“四个一”健康管理和“14天
自我健康监测”。

我市对曾参加 11 月
17-18日上海举办的“2021
首届中国国际财税博览会暨
第四届FLF中国财税领袖
前沿峰会”的来（返）珠人员，
开展14天居家健康监测（自
11月18日起算）。

上海、杭州、徐州均出现
阳性个案

11 月 25 日，上海市新
增3例本土个案。其中浦东
新区2例（其中1例常住地
为厦门），青浦区1例。3人
为朋友关系，在19-21日曾
先后至苏州共同游玩，有较
长时间密切接触史，有明确

流行病学关联。
11月 25 日，浙江杭州

市报告2例无症状感染，均
为上海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据了解，江苏徐州已发现1
例密切接触者初筛阳性。3
人均在20日晚在苏州与上
海市病例一同就餐。

11月25日，上海市浦东
新区花木街道锦绣路1650
弄香梅花园一期小区、浦东
新区三林镇海阳路1080弄
香樟苑小区和青浦区赵巷镇
业文路189弄西郊锦庐小区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据了解，上海市1例个
案曾于17-18日参加了在上
海举办的“2021首届中国国
际财税博览会暨第四届FLF
中国财税领袖前沿峰会”。

珠海疾控发布紧急提醒

鉴于当前疫情形势，珠
海市疾控中心发出紧急提
醒：

1.对11月12日以来有
上海市中风险地区旅居史来
（返）珠人员，开展居家隔离
14天（第1、4、7、14天检测
核酸）；对11月12日以来有
上海市浦东新区、青浦区旅
居史来（返）珠人员，开展“四
个一”健康管理和“14天自
我健康监测”。

2.对有浙江杭州（11月
22日以来）、江苏徐州（11月

21日以来）、江苏苏州（11月
20日以来）旅居史的来（返）
珠人员，开展“四个一”健康
管理和“14 天自我健康监
测”。

3. 曾参加 11月 17-18
日上海举办的“2021首届中
国国际财税博览会暨第四届
FLF中国财税领袖前沿峰
会”的来（返）珠人员，开展
14天居家健康监测（第1、3、
7、14天进行核酸检测）（自
11月18日起算）。

4.广大市民请尽量避免
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
报告的区域，日常要坚持做
好勤洗手、戴口罩、一米线这

“防疫三件套”以及口罩还要
戴、社交距离还要留、咳嗽喷
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
窗户还要尽量开这“防护五
还要”。

5.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如有出现发热、干咳、乏力、
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
不适症状时，尽早到附近医
院发热门诊就诊，并告知医
生旅居史，不要自行用药，就
医途中全程佩戴口罩，避免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6.在没有接种禁忌症
的情况下，符合条件的市
民应尽快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已接种两剂次，且满 6
个月及以上者，赶紧接种第
三针——加强针）。

上海、杭州、徐州均出现阳性个案

珠海疾控发布紧急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