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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区召开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 

6 月 27日，深圳市罗湖区召开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相关负责人就居民小区党建工作情况及内容进行了讲解部署。 

  “居民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罗湖区组织部副部长高延勇表示，做好居民小区党建，要发动小区党员和各方力量，治理

好小区，解决居民问题，创建美好生活。 

  据了解，罗湖居民小区数量多、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治安、消防、维稳和安全生产等事件多发、频发。全区 33.72平方公里的建

成区内，密布居民小区 988个，物业公司 563 家，业委会 195个。目前，居民小区建立党组织 466家，管理党员 14512 名。 

  围绕如何让居民更幸福更快乐更满意，近年来，罗湖在居民小区党建上进行了持续探索，通过把支部建在居民小区、推行“四位一体”

党建模式等方式，让党旗在居民小区里高高飘扬。 

  去年底，罗湖通过制定居民小区党建“1+3”文件，开展居民小组、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个分领域党建，建立居民小区党建工作

标准化体系等工作，着力解决城市基层党建“最后一米”的问题，形成了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孩子放学没处去，我们有四点半课堂；居民业余时间没事做，我们有唱歌、书法等 8个团体；只要业主有需要，一个微信一个电话，

楼长就上门处理……”东晓街道百仕达小区居民党支部书记刘静华用生动鲜活的事例讲述了这个大家庭的美好与感动。 

  不仅是百仕达居民小区，莲塘街道莲花社区、东湖街道东乐花园、翠竹街道翠竹社区、南湖街道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代表也分享

了各自的做法和经验。 

  “目前，罗湖已经具备了在全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的基本条件和试点经验。”高延勇表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就是树立城市基层党

建力量向小区去的导向，把党支部建在居民小区、以建设小区美好生活为主题开展党的建设，调动一切力量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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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区全民禁毒小邮差推广启航 

6 月 25 日，由罗湖区禁毒办指导，莲塘街道办事处主办，长岭社区工作站、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协办的“国际禁毒日 我为禁毒

代言”——罗湖区全民禁毒小邮差推广启航活动在长岭社区文化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莲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光元致辞，表达全街道参与禁毒斗争的热情与营造无毒环境的决心；居民群众、学生一同踩爆 200

多个印有毒品字样的气球，彰显了莲塘街道广大民众万众一心、携手铲除毒品的决心和态度；禁毒情景剧、相声、小品、歌曲、舞蹈等文

艺表演，展现了吸食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增强了社区居民的禁毒意识。 

  据悉，在暑假期间，罗湖区禁毒办、莲塘街道、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与邮政网点合作，联合推出禁毒宣传新模式：全民禁毒代言

人——禁毒小邮差。以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线上“朋友圈”推送+线下“邮政包裹”速递的方式推广禁毒宣传。为保持持续带动和影响力，

罗湖区禁毒办通过线上广覆盖+线下深影响，招募“禁毒小邮差”和全民“禁毒代言人”，提升全市人民对禁毒知识的普及率和参与禁毒斗

争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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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身体还好吧？有什么困难吗？”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带队慰问困难党员 

七一建党节来临前夕，6月 27日上午，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一行来到黄贝街道华丽东村，开展困难党员走访慰问活动。区委组织部，

黄贝街道办相关负责人参加慰问。 

 “您老多大年纪了？身体如何？党的生日快来了，我代表区委区政府来看望您”，一进老党员钟剑昌家里，贺海涛便与他唠起了家

常，详细询问起老人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当看到老人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时，贺海涛感到非常高兴。他表示，老党员们为党的事业所

作出的奉献，党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并叮嘱钟老要保重好身体，安享好晚年生活,有什么问题诉求随时向组织反映。 

老党员严仲德本人中风，行动不便。妻子也是党员，患有严重的眼疾。在严仲德夫妇家里，贺海涛详细询问了严老夫妇的身体康复

情况，家庭有什么困难等，当获悉严老还有听力障碍时，贺海涛特意拉起老人的手，附耳叮嘱老人一定要坚定生活信念，勇于面对困难，

争取病情早日出现转机。大家的来访让严仲德夫妇十分感动，他们表示，非常感谢组织一直以来对老党员的关心，并将保持乐观向上的

心态，好好生活，发挥余热。贺海涛还要求基层工作人员要对辖区困难党员多关心、多帮助，时刻把党员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困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个党员群众心中。 

接下来，区四套班子领导、区党代表深入到挂点街道社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老党员，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听取意

见建议和有关诉求，有针对性的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达到“慰问一人、温暖一户、带动一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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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 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 

 “今天，你爱东乐了吗？”千万别以为这是一句矫情的口号，其实这是很多居民的“接头暗号”；“在百仕达小区生活太幸福了”，

这也不是说什么大话，而是老人们发自肺腑的心里话……这就是罗湖区开展居民小区党建以来，一些示范小区带给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

变化。 

为更深入扎实地在全区推进居民小区党建，让更多居民享受美好生活，6 月 27 日上午，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区委组

织部副部长、区两新工委书记高延勇就为什么要开展居民小区党建、居民小区党建要实现的目标任务、如何推进居民小区党建等内容进

行了讲解并对 2019年居民小区党建工作进行了部署。 

 “居民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说到底，居民小区党建就是要发动小区党员和各方力量，解决居民问题，把小区治理好，

为居民创建美好生活。” 

高延勇表示，居民小区党建已经成为城市基层党建的战略制高点，党对小区的领导状况和治理水平，决定了整个城市的治理水平。

同时，居民小区也是城市居民美好生活建设的主阵地，它关系着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水平，也是城市发展水平、治理状况和文明

程度的标志。 

据了解，罗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居民小区数量多、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治安、消防、维稳和安全生产等事件多发、频发。

全区 33.72 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内，密布居民小区 988 个，物业公司 563 家，业委会的 195 个。目前，居民小区建立党组织 466 家，管理

党员 14512 名。 

围绕如何让居民更幸福更快乐更满意，近年来，罗湖在居民小区党建上进行了持续探索，通过把支部建在居民小区、推行“四位一

体”党建模式、赋予居民小区党支部“五项权力”等方式，让党旗在居民小区里高高飘扬。去年底，罗湖制定了居民小区党建 1+3文件，

即《党建引领构建居民小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以及开展居民小组、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个分领域

党建的总体安排，建立居民小区党建工作标准化体系，着力解决好城市基层党建“最后一米”的问题，形成了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

局。 

 “孩子放学没处去，我们有四点半课堂，居民业余时间没事做，我们有唱歌、书法、京剧、太极等 8个团体，我们有 3个业主群， 



 
只要业主有需要，一个微信一个电话，楼长就上门处理……山竹台风第二天，小区男女老少齐出动，最大的 70多岁，最小的只有 2岁多，

我们百仕达就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东晓街道百仕达小区居民党支部书记刘静华用生动鲜活的事例讲述了这个大家庭的美好与感

动。她表示，百仕达居民小区党建有“四度”，即深度、硬度、粘度、温度，为居民提供了精准多样的个性化服务。“居民都好爱自己的

小区”。据了解，这里的居民小区党建被确定为深圳市蹲点抓基层示范点，吸引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知名专家学者前来调研。 

不仅是百仕达居民小区，莲塘街道莲花社区名骏豪庭一支部书记梁绍祥，东湖街道东乐花园居民代表蒋敏，翠竹街道翠竹社区党委

书记曲永玲，南湖街道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渔丰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吴颂球等也分享了各自的做法和经验。 

 “目前，罗湖已经具备了在全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的基本条件和试点经验。” 高延勇表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就是树立城市基层

党建力量向小区去的导向，把党支部建在居民小区、以建设小区美好生活为主题开展党的建设，调动一切力量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据了解，今年罗湖居民小区的党建工作主题为组织建设年，目标是使小区党支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更加有效，支部建设更加标准

规范，重点要建立小区共建组织体系，赋予小区党支部议事权、建议权、人事权、监督权、评议权五项权力，健全一体多元、统分结合、

条块协同的小区共治机制，以解决小区居民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的问题为中心，构建多元化的小区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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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党建和业务“两促进、两不误” 

把党风廉政建设推向系统化、规范化轨道，促进交通事业长足发展 

    该局党员志愿者在罗湖汽车站，为有需要的市民解答出行问题。 

    罗湖汽车站毗邻罗湖口岸和深圳火车站，是深圳市公路客运量最大、场站利用率最高的公用型汽车客运站之一，人流密集，交通较为

繁忙。为响应深圳市创建文明城市的号召，倡导文明交通，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党总支组织了党员志愿者在罗湖汽车站进行交通

文明劝导工作，讲解宣传交通法律法规知识和文明出行常识。同时为有需要的市民解答乘车出行问题。 

    近年来，围绕“支部班子好、党员队伍好、活动开展好、制度建设好、发挥作用好”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扎实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党员志愿者服务、纪律学习月、参观教育学习基地等各项活动，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不断夯实党建工作基础，创新党建工作新方法，推动了罗湖交通事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做到党建与业务工作“两促进、两不误”。 

    多管齐下 尽心尽职抓党建 

    2018 年至今，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党总支共召开 67 次“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学习活动，将党课学习作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

步改进作风、提振精气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做合格党员的有力措施。 

    在日常工作当中，坚持与各党员干部开展谈话谈心活动，自 2018年 5月以来，局党总支领导班子及各党支部书记共开展 56次谈话谈

心活动，通过谈话谈心活动，增强对党员们思想作风的动态掌握。 

    对重大决策问题，局党总支严格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规范建立健全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2018

年至今，共召开了 4 次民主生活会，6 次党员大会，6 次书记讲党课活动，要求全局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理直气壮抓党建、尽心尽职抓

党建”的思想。 

为充实退休老党员的生活，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与老党员保持密切联系。在今年 7月 1日建党节前夕，召集老党员们召开座谈会，

通过沟通交流，在全体党员心中营造“活到老学到老”的执着精神和永葆党性本色的品质。 

创新形式  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意识 

打铁必须自身硬。为进一步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认真组织局各党支部开展好教育纪律学习月活动，不断强化 



 局全体党员干部纪律规矩意识。并于 2018 年，把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教育活动落到实处。 

    首先由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党总支委员会负总责，各支部负直接职责，采取一级抓一级的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模范作

用，确保每一位党员都参与到本次教育纪律活动当中来。 

    结合罗湖管理局工作实际情况，制定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的指导思想、教育对象及活动形式，对

各项教育学习活动作了具体安排并提出了相对应的工作要求，保证教育活动取得实效。 

    采取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强调理论结合实践，增强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意识和潜力。例如，在纪律教育学习月期间，开展了“一把

手”讲廉政党课，党章党规党纪教育等活动，召开专题学习课。 

    6 月 6 日，罗湖管理局组织开展党风廉政教育讲座，并特邀罗湖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委副主任郑刚生主讲。郑刚生以党风廉政建设为

主题，结合多年来在反腐败一线工作经验，指出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做到自觉自律廉洁从政，牢固树立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意识，审慎用好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福利。 

    去年 9 月 27 日，局党总支书记李开封与局养护科、设施科座谈，对道路养护、设施管理等廉政风险高发领域，要求大家务必筑牢防

腐大堤，廉洁用权，秉公办事。去年 8 月，组织党员到深圳大剧院大剧场观看大型廉政话剧《不忘初心》，通过鲜活表现形式，将廉洁理

念传递给党员干部……通过形式多颖的纪律教育学习月创新活动，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罗湖管理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

的轨道，推动了罗湖交通事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做到了党建与业务工作“两促进、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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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来临，深圳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带队慰问辖区困难党员 

 “您老多大年纪了？身体如何？党的生日快来了，我代表区委区政府来看望您。”七一建党节来临前夕，区委书记贺海涛一行来到黄

贝街道华丽东村，开展困难党员走访慰问活动。 

一走进老党员钟剑昌家里，贺海涛便与他唠起了家常，详细询问起老人的身体和生活情况。看到老人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时，贺海

涛感到非常高兴，他表示，老党员们为党的事业所作出的奉献，党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并叮嘱钟老要保重好身体，安享好晚年生活，

有什么问题、诉求随时向组织反映。 

老党员严仲德本人中风，行动不便，妻子也是党员，患有严重的眼疾。在严仲德夫妇家里，贺海涛详细询问了他们的身体康复情况、

家庭有什么困难等。当了解到严老还有听力障碍时，贺海涛特意拉起老人的手，附耳叮嘱老人一定要坚定生活信念，勇于面对困难，争取

病情早日出现转机。 

大家的来访让严仲德夫妇十分感动，他们表示，非常感谢组织一直以来对老党员的关心，他们将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好好生活，发

挥余热。贺海涛还要求基层工作人员要对辖区困难党员多关心、多帮助，时刻把党员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把党

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个党员群众心中。 

接下来，区四套班子领导、区党代表将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到挂点街道社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

和老党员，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和有关诉求，有针对性的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达到“慰问一人、温暖一户、带

动一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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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罗湖打通基层党建“最后一米” 

“今天，你爱东乐了吗？”千万别以为这是一句矫情的口号，其实这是很多居民的“接头暗号”；“在百仕达小区生活太幸福了”，这

也不是说什么大话，而是老人们发自肺腑的心里话……这就是罗湖区开展居民小区党建以来，一些示范小区带给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为更深入扎实地在全区推进居民小区党建，让更多居民享受美好生活，6月 27日上午，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区两新工委书记高延勇就为什么要开展居民小区党建、居民小区党建要实现的目标任务、如何推进居民小区党建等内容进行了

讲解，并对 2019年居民小区党建工作进行了部署。 

“居民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说到底，居民小区党建就是要发动小区党员和各方力量，解决居民问题，把小区治理好，为

居民创建美好生活。”高延勇表示，居民小区党建已经成为城市基层党建的战略制高点，党对小区的领导状况和治理水平，决定了整个城

市的治理水平。同时，居民小区也是城市居民美好生活建设的主阵地，它关系着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水平，也是城市发展水平、治

理状况和文明程度的标志。 

据了解，罗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居民小区数量多、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治安、消防、维稳和安全生产等事件多发、频发。全

区 33.72 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内，密布居民小区 988个，物业公司 563家，业委会的 195个。目前，居民小区建立党组织 466家，管理党员

14512 名。 

围绕如何让居民更幸福更快乐更满意，近年来，罗湖在居民小区党建上进行了持续探索，通过把支部建在居民小区、推行“四位一体”

党建模式、赋予居民小区党支部“五项权力”等方式，让党旗在居民小区里高高飘扬。去年底，罗湖制定了居民小区党建 1+3文件，即《党

建引领构建居民小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以及开展居民小组、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个分领域党建的

总体安排，建立居民小区党建工作标准化体系，着力解决好城市基层党建“最后一米”的问题，形成了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孩子放学没处去，我们有四点半课堂；居民业余时间没事做，我们有唱歌、书法、京剧、太极等 8个团体。我们有 3个业主群，只

要业主有需要，一个微信一个电话，楼长就上门处理……山竹台风第二天，小区男女老少齐出动，最年长的 70多岁，最小的只有 2岁多，

我们百仕达就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东晓街道百仕达小区居民党支部书记刘静华用生动鲜活的事例讲述了这个大家庭的美好与感动。

她表示，百仕达居民小区党建有“四度”，即深度、硬度、粘度、温度，为居民提供了精准多样的个性化服务。“居民都好爱自己的小区”。 



 据了解，这里的居民小区党建被确定为深圳市蹲点抓基层示范点，吸引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知名专家学者前来调研。 

不仅是百仕达居民小区，莲塘街道莲花社区名骏豪庭一支部书记梁绍祥，东湖街道东乐花园居民代表蒋敏，翠竹街道翠竹社区党委书

记曲永玲，南湖街道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渔丰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吴颂球等也分享了各自的做法和经验。 

 “目前，罗湖已经具备了在全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的基本条件和试点经验。” 高延勇表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就是树立城市基层

党建力量向小区去的导向，把党支部建在居民小区、以建设小区美好生活为主题开展党的建设，调动一切力量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据了解，今年罗湖居民小区的党建工作主题为组织建设年，目标是使小区党支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更加有效，支部建设更加标准规

范，重点要建立小区共建组织体系，赋予小区党支部议事权、建议权、人事权、监督权、评议权五项权力，健全一体多元、统分结合、条

块协同的小区共治机制，以解决小区居民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的问题为中心，构建多元化的小区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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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抵达基层党建“最后一米”？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 

 “今天，你爱东乐了吗？”千万别以为这是一句矫情的口号，其实这是很多居民的“接头暗号”……这就是罗湖区开展居民小区党

建以来，一些示范小区带给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为更深入扎实地在全区推进居民小区党建，让更多居民享受美好生活，6月 27日上午，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区两新工委书记高延勇就为什么要开展居民小区党建、居民小区党建要实现的目标任务、如何推进居民小区党建等内容进行了

讲解并对 2019年居民小区党建工作进行了部署。 

“居民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说到底，居民小区党建就是要发动小区党员和各方力量，解决居民问题，把小区治理好，为

居民创建美好生活。” 

高延勇表示，居民小区党建已经成为城市基层党建的战略制高点，党对小区的领导状况和治理水平，决定了整个城市的治理水平。同

时，居民小区也是城市居民美好生活建设的主阵地，它关系着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水平，也是城市发展水平、治理状况和文明程度

的标志。 

据了解，罗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居民小区数量多、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治安、消防、维稳和安全生产等事件多发、频发。全

区 33.72 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内，密布居民小区 988个，物业公司 563家，业委会的 195个。目前，居民小区建立党组织 466家，管理党员

14512名。 

围绕如何让居民更幸福更快乐更满意，近年来，罗湖在居民小区党建上进行了持续探索，通过把支部建在居民小区、推行“四位一体”

党建模式、赋予居民小区党支部“五项权力”等方式，让党旗在居民小区里高高飘扬。去年底，罗湖制定了居民小区党建 1+3文件，即《党

建引领构建居民小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以及开展居民小组、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个分领域党建的

总体安排，建立居民小区党建工作标准化体系，着力解决好城市基层党建“最后一米”的问题，形成了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孩子放学没处去，我们有四点半课堂，居民业余时间没事做，我们有唱歌、书法、京剧、太极等 8个团体，我们有 3个业主群，只

要业主有需要，一个微信一个电话，楼长就上门处理……山竹台风第二天，小区男女老少齐出动，最大的 70 多岁，最小的只有 2 岁多，

我们百仕达就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东晓街道百仕达小区居民党支部书记刘静华用生动鲜活的事例讲述了这个大家庭的美好与感动。 



 

 

她表示，百仕达居民小区党建有“四度”，即深度、硬度、粘度、温度，为居民提供了精准多样的个性化服务。“居民都好爱自己的小

区”。据了解，这里的居民小区党建被确定为深圳市蹲点抓基层示范点，吸引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知名专家学者前来调研。 

不仅是百仕达居民小区，莲塘街道莲花社区名骏豪庭一支部书记梁绍祥，东湖街道东乐花园居民代表蒋敏，翠竹街道翠竹社区党委书

记曲永玲，南湖街道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渔丰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吴颂球等也分享了各自的做法和经验。 

 “目前，罗湖已经具备了在全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的基本条件和试点经验。” 高延勇表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就是树立城市基层党

建力量向小区去的导向，把党支部建在居民小区、以建设小区美好生活为主题开展党的建设，调动一切力量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据了解，今年罗湖居民小区的党建工作主题为组织建设年，目标是使小区党支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更加有效，支部建设更加标准规

范，重点要建立小区共建组织体系，赋予小区党支部议事权、建议权、人事权、监督权、评议权五项权力，健全一体多元、统分结合、条

块协同的小区共治机制，以解决小区居民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的问题为中心，构建多元化的小区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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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安心！罗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 3.0 版本启动 

6 月 27 日，2019 罗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下称“科普计划”）暨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仪式上，辖区 42 所小

学获授牌，实现食安科普计划在区属公办小学全覆盖。今年暑假，科普计划还将启动第三期食安志愿讲师培训，未来，将有愈来愈多志愿

讲师走上讲台，义务开始科普宣教活动。 

此次活动，由罗湖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罗湖区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监管局、共青团罗湖区委员会联合主办。罗湖区副

区长、党组成员文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忠出席活动并致辞。 

食安科普教育覆盖辖区全部公办小学 

罗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自 2017年启动，通过设立食品安全试点学校、建立食品安全特色 U站、研发食品安全科普课程、

培训食品安全志愿讲师、研发食品安全科普系列产品等方式，全方位提升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水平，成效显著。 

罗湖区教育局副调研员陈永欢介绍，科普计划通过开展科普大课、游园大会、手抄报评比、家长膳食营养讲座、社区联合宣传活动等

多种形式，让师生和家长全方位参与食品安全和营养知识的学习。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系统性的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

与。 

科普计划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运作发展，科普方式、学校覆盖数量、师资力量等方面皆有了质的提升。罗湖区食药安办主任、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罗湖监管局局长王建青介绍，2017 年至 2018年，科普计划试点学校从 1所增加到 5所，课程内容不断完善，通过学生带动家庭，

提升对食安科普知识的认识度。今年，科普计划还将覆盖辖区全部 42所区属公办小学，面向 3年级学生开展系统性的食品安全科普课程。 

启动仪式上，主办单位也对罗湖区 42 所公办小学颁发象征着责任和使命的科普计划项目合作学校牌。据悉，未来，科普计划将向纵

深发展，立体式推广。罗湖区副区长、党组成员文忠在致辞时强调，“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是罗湖食品安全工作的创新举措与

品牌活动，目前是针对公办小学开展科普计划，未来可以尝试向私立学校，向幼儿园，向中学发展，立体式推广品牌项目。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获肯定 

目前，科普计划已初步构建志愿讲师团的培训、考核、实践平台，成为科普计划强大的讲师支撑。深圳市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为罗湖

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招募食品安全专业高校学生、科普计划试点学校家长、有讲师资质的社工、志愿者等 



  报名参与培训。 

东晓小学学生家长张小玲是最早一批加入科普计划食安志愿讲师团的一名代表，在去年的一节食安课程中，她带着自己培育的发芽土

豆走上讲台，向学生科普食品安全知识，受到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并在去年获评三星级讲师称号。她表示，加入食安科普讲师团队，通

过食安知识、授课技巧等规范专业的培训，从中了解到更多专业严谨的食品安全知识，在家庭、生活上都受益匪浅。 

罗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通过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共同关注食品安全的形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忠

给予了充分肯定。李忠在致辞时提到，食品安全无小事，食品安全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参与，希望科普计划可以结出更多惠民果实，

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全市落地开花，惠及全市青少年儿童。 

启动第三期志愿讲师培训 

据介绍，去年科普计划分两批培训志愿讲师学员 60余人，通过考核 25人。通过系列课程培训、考核，考核成功的讲师将加入讲师团，

并加入主题班会课授课进行实践。 

这 25 名志愿讲师包括了快检人员、家长、志愿者、社工等各界人士，现已成为科普计划的骨干力量。为融入新鲜血液，今年暑假，

第三期志愿讲师培训也将拉开序幕。 

启动仪式上，市慢性病防治中心业务科主任熊静帆，市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郑昕博士，市食品安全专家

委员会专家、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琳等获聘培训专家，将为志愿讲师提供业务指导。这也意味着，科普计划第三期志愿讲

师培训正式启动。 

新增 11家科普计划共建单位 

据了解，自 2017 年以来，科普计划连续两年开展了 100 多场次的课程及活动，得到了食品安全专业院校、专业机构、检测机构、社

会组织等各界人士的技术支持或帮助。今年，科普计划也有更多的单位加入，共同倡议加入食品安全工作，助力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工作。 

启动仪式上，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工程师、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等 11 家科普计划共建单位代表也登台接受表彰。未来，共建单位将各司其职，发挥作用，向科普计划提供师资、技术、场地等多方面支

持，助力科普计划茁壮成长。 

罗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发展历程： 

●2017 年：重点打造“五个一工程”，即：推出一个青少年食品安全科普试点学校、设立全市首个校园食品安全主题特色 U 站、建立

一 



 一支青少年食品安全科普志愿者讲师团、研发一套青少年食品安全科普课程、设计一套青少年食品安全科普手册。 

●2018年：扩大学生的覆盖面，试点学校增加到 5所，研发一套标准化食安课程体系，制作一套系列食品科普宣传小视频，制作一本

食品安全宣传科普绘本，搭建一个食安志愿者交流培训平台。 

●2019 年：实现区属 42 所公办小学全覆盖，面向 3 年级学生开展科普大课、游园大会、手抄报或作文评选、社会实践等系统性的食

品安全科普课程，实现参与科普计划的 3年级服务覆盖率达到 100%，开展食安志愿者讲师团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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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最后一米” 罗湖召开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 

为更深入扎实地在全区推进居民小区党建，让更多居民享受美好生活，6 月 27 日上午，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区两新工委书记高延勇就为什么要开展居民小区党建、居民小区党建要实现的目标任务、如何推进居民小区党建等内容进行了

讲解并对 2019 年居民小区党建工作进行了部署。 

 “今天，你爱东乐了吗?”千万别以为这是一句矫情的口号，其实这是很多居民的“接头暗号”；“在百仕达小区生活太幸福了”，这

也不是说什么大话，而是老人们发自肺腑的心里话……这就是罗湖区开展居民小区党建以来，一些示范小区带给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为更深入扎实地在全区推进居民小区党建，让更多居民享受美好生活，6 月 27 日上午，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区两新工委书记高延勇就为什么要开展居民小区党建、居民小区党建要实现的目标任务、如何推进居民小区党建等内容进行了

讲解并对 2019 年居民小区党建工作进行了部署。“居民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说到底，居民小区党建就是要发动小区党员和各方

力量，解决居民问题，把小区治理好，为居民创建美好生活。” 

高延勇表示，居民小区党建已经成为城市基层党建的战略制高点，党对小区的领导状况和治理水平，决定了整个城市的治理水平。同

时，居民小区也是城市居民美好生活建设的主阵地，它关系着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水平，也是城市发展水平、治理状况和文明程度

的标志。据了解，罗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居民小区数量多、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治安、消防、维稳和安全生产等事件多发、频发。

全区 33.72 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内，密布居民小区 988 个，物业公司 563 家，业委会的 195 个。目前，居民小区建立党组织 466 家，管理党

员 14512 名。 

围绕如何让居民更幸福更快乐更满意，近年来，罗湖在居民小区党建上进行了持续探索，通过把支部建在居民小区、推行“四位一体”

党建模式、赋予居民小区党支部“五项权力”等方式，让党旗在居民小区里高高飘扬。去年底，罗湖制定了居民小区党建 1+3 文件，即《党

建引领构建居民小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以及开展居民小组、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个分领域党建的总

体安排，建立居民小区党建工作标准化体系，着力解决好城市基层党建“最后一米”的问题，形成了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孩子放学没处去，我们有四点半课堂，居民业余时间没事做，我们有唱歌、书法、京剧、太极等 8 个团体，我们有 3 个业主群，只

要业主有需要，一个微信一个电话，楼长就上门处理……山竹台风第二天，小区男女老少齐出动，最大的 70 多岁，最小的只有 2 岁多，

我们百仕达就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东晓街道百仕达小区居民党支部书记刘静华用生动鲜活的事例讲述了这个大家庭的美好与感动。 



 她表示，百仕达居民小区党建有“四度”，即深度、硬度、粘度、温度，为居民提供了精准多样的个性化服务。“居民都好爱自己的小区”。

据了解，这里的居民小区党建被确定为深圳市蹲点抓基层示范点，吸引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知名专家学者前来调研。 

不仅是百仕达居民小区，莲塘街道莲花社区名骏豪庭一支部书记梁绍祥，东湖街道东乐花园居民代表蒋敏，翠竹街道翠竹社区党委书

记曲永玲，南湖街道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渔丰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吴颂球等也分享了各自的做法和经验。 

 “目前，罗湖已经具备了在全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的基本条件和试点经验。” 高延勇表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就是树立城市基层

党建力量向小区去的导向，把党支部建在居民小区、以建设小区美好生活为主题开展党的建设，调动一切力量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据了解，今年罗湖居民小区的党建工作主题为组织建设年，目标是使小区党支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更加有效，支部建设更加标准规

范，重点要建立小区共建组织体系，赋予小区党支部议事权、建议权、人事权、监督权、评议权五项权力，健全一体多元、统分结合、条

块协同的小区共治机制，以解决小区居民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的问题为中心，构建多元化的小区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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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新罗湖!“看罗湖”抖音号上线试运营 

从 6 月 28 日起，“看罗湖”抖音号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将同电视栏目“看罗湖”、微信 H5 指尖生活资讯平台“罗湖掌生活”联动，

以潮流新鲜的内容形式，推送喜闻乐见的民生信息，展现充满动感活力的城区形象。借此增强辖区居民对罗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一步

宣传罗湖人文特色、推进城区文明创建、传播罗湖历史文化、传递城区潮流风尚、助力打造国际创新型先锋城区。 

深圳新闻网讯 （记者 彭桂红）要问当下哪个 APP 最红，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抖音”。下了班随手刷个抖音，旅途中

随地拍个抖音，吃喝玩乐上抖音刷攻略，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截至 2019 年 1 月，抖音的国内日活跃用户突破 2.1 亿，月活跃用户突

破 5 亿。短短一分钟的视频，向人们传递着新奇创意和热门资讯，让每个人的独特生活都得以记录和展示，每座城市的独一无二都能被挖

掘和发现。当抖音遇上罗湖，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群众的关注点在哪里，我们的宣传就在哪里” 

“群众的关注点在哪里，我们的宣传就在哪里。”秉承这个初衷，6 月 28 日，罗湖电视网络制作管理中心探索推出“看罗湖”抖音号(抖

音号 ID:Kanluohu)。该平台的创建，旨在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手法，运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打开全新的罗湖宣传窗口。以一系列接地气、

明快清晰、通俗有趣的短视频作品，传播新时代新罗湖的新形象，在新媒体领域搭建罗湖新的宣传阵地。 

从 6 月 28 日起，“看罗湖”抖音号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将同电视栏目“看罗湖”、微信 H5 指尖生活资讯平台“罗湖掌生活”联动，

以潮流新鲜的内容形式，推送喜闻乐见的民生信息，展现充满动感活力的城区形象。借此增强辖区居民对罗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一步

宣传罗湖人文特色、推进城区文明创建、传播罗湖历史文化、传递城区潮流风尚、助力打造国际创新型先锋城区。 

接地气内容尽显潮范儿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区 

周末想跟朋友在罗湖探店逛吃，哪些地方可以选?想开启一趟罗湖人文之旅，哪里找攻略?带家人参观京基 100 和地王大厦，被问到背

后的历史故事怎么回答?作为宝爸宝妈，怎样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罗湖教育大事件?在过去，想了解这些事只能通过媒体报道和官方网站，如

今随着“看罗湖”抖音号的上线运营，人们接收新鲜资讯的方式有了新变化。 

即时区事、人文历史、民生资讯、时尚潮购、美食玩乐……这些资讯你都能在“看罗湖”抖音号上找到。“看罗湖”抖音号的发布内

容主要涵盖三个方面: 

 



  
其中，“民生服务”类聚焦罗湖居民的日常生活，发布便民利民的政策指南。透过“看罗湖”的镜头，呈现颜值爆表的街道，安利超

高人气的美食店，观赏盛大梦幻的花展，获取实用有效的民生福利，让罗湖居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人文故事”类推送罗湖的人文和历史故事。通过有温度的罗湖人和事，展现罗湖的人文内涵与历史变迁。短短 1 分钟的介绍，带居

民重温一座地标四十年前的模样、了解一幢建筑不为人知的往事、倾听一个英雄传奇人生背后的故事，让老百姓在回望过去的同时，感知

城市变革的历程，参与城市发展的脚步。 

“信息发布”类则发布罗湖的重要事件、重点活动，用镜头展现最新鲜的政策资讯、最受关注的焦点事件、最火热的活动现场，让居

民第一时间了解辖区大事，与城区同呼吸、共成长，增强居民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未来，“看罗湖”抖音号将不断用潮范儿十足的短视频展现蝶变罗湖，引领城区宣传新风尚，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罗湖、喜欢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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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将对辖区新闻出版电影行业进行专项检查 

6 月 26 日下午，罗湖区新闻出版局在罗湖图书馆召开了 2019 年“安全生产月”培训会暨新闻出版电影行业经营者大会。罗湖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区新闻出版局局长章红班，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曾立新，罗湖辖区出版物经营企业、电影院、印刷

厂等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罗湖新闻出版局负责人传达了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对近期开展“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暨深入推

进夏季火灾防控工作、罗湖区 2019年“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实体书店专项检查工作等进行了部署。 

会议现场签订了《安全管理目标工作责任书》，要求各文化经营单位、场所，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开展以消防安全、防灾减灾、应急

救援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生产月”宣传教育培训。 

接下来，罗湖将对各大型书城、书店及出版物经营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印刷厂，逐一上门开展安全生产和行业管理专项检查工作，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共同建设平安罗湖，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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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启动 2019 年夏秋季征兵 500 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应征 

6 月 26 日上午，罗湖区 2019 年夏秋季征兵宣传活动在东门步行街广场举行，号召广大适龄青年学生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自觉

献身国防，踊跃报名参军，为实现强军目标输送更多英才。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崔嵬，副区长庄睿宁，区人武部部长邱雪平等领导出

席活动。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在活动现场的签名版上印着这八个大字，500 余名适龄青年报名应征签名。据悉，罗湖区 2019 年夏秋季征

兵报名截止至 8月 5日，按照网上登记、初检初审、体检政审、走访调查、预定新兵、张榜公示、批准入伍等流程进行。区征兵办将认真

履行职责，落实政策制度，全程阳光操作，努力为广大适龄青年报名应征提供工作服务与便利。 

 “我想我们的身份不仅仅是一名学生，更是一名要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有志青年。”来自笋岗街道的一名青年，也是本次

征兵活动的适龄青年代表表示。他谈到，“今天，党和国家号召我们青年人积极参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有志青年应该履行

的义务。国家兴亡，青年有责！在此，我代表全区适龄青年庄严承诺：我们胸怀一颗报国心，时刻准备携笔从戎建功勋，以实际行动，为

祖国母亲的国防事业贡献力量，为改革强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乃至热血。” 

 “报国自古英雄事”，兵役登记、报名参军是每个适龄青年的应尽义务，也是一展报国之志、实现人生价值的光荣选择。“他们，为

罗湖人民争了光！”崔嵬表示，军队是一个“大学校”，给青年人生点燃理想、丰富阅历、塑造品质；军队是一座“大熔炉”，使青年勇敢

挑战自我、磨练意志、百炼成钢。 

一直以来，罗湖区各级党委政府作为罗湖子弟兵在军营建功立业的坚强后盾，认真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努力为军人及家属排忧解难，

做好各项优抚安置工作。罗湖的广大干部群众也非常热情支持部队建设，特别是广大家长踊跃送子参军，广大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应征，一

大批有志青年入伍后在部队入党、考学、提干，成为部队强军兴军的骨干力量，成为社会经济建设的栋梁之材。 

“参军入伍不仅能收获坚定的理想信念、强健的体魄意志、过硬的能力素质、情感深厚的亲密战友，更是全家人的政治荣誉以及一段

难能可贵的人生经历。”庄睿宁表示，希望更多有志青年早日加入人民军队，在火热的军营中激扬青春、放飞梦想、点亮人生、创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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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前夕，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带队慰问辖区困难党员 

6 月 27 日上午，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一行来到黄贝街道华丽东村，开展困难党员走访慰问活动。区委组织部，黄贝街道办相关负责

人参加慰问。 

 “您老多大年纪了？身体如何？党的生日快来了，我代表区委区政府来看望您。”一进老党员钟剑昌家里，贺海涛便与他唠起了家

常，详细询问起老人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当看到老人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时，贺海涛感到非常高兴。他表示，老党员们为党的事业所

作出的奉献，党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并叮嘱钟老要保重好身体，安享好晚年生活,有什么问题诉求随时向组织反映。 

老党员严仲德本人中风，行动不便，妻子也是党员，患有严重的眼疾。在严仲德夫妇家里，贺海涛详细询问了严老夫妇的身体康复

情况，家庭有什么困难等，当获悉严老还有听力障碍时，贺海涛特意拉起老人的手，附耳叮嘱老人一定要坚定生活信念，勇于面对困难，

争取病情早日出现转机。大家的来访让严仲德夫妇十分感动，他们表示，非常感谢组织一直以来对老党员的关心，并将保持乐观向上的

心态，好好生活，发挥余热。 

贺海涛要求基层工作人员要对辖区困难党员多关心、多帮助，时刻把党员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把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个党员群众心中。 

接下来，区四套班子领导、区党代表将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到挂点街道社区，走访慰问困难党

员和老党员，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和有关诉求，有针对性的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达到“慰问一人、温暖一户、

带动一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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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 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 

为更深入扎实地在全区推进居民小区党建，让更多居民享受美好生活，6月 27日上午，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区两新工委书记高延勇就为什么要开展居民小区党建、居民小区党建要实现的目标任务、如何推进居民小区党建等内容进行了

讲解并对 2019年居民小区党建工作进行了部署。 

“居民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说到底，居民小区党建就是要发动小区党员和各方力量，解决居民问题，把小区治理好，为

居民创建美好生活。”高延勇表示，居民小区党建已经成为城市基层党建的战略制高点，党对小区的领导状况和治理水平，决定了整个城

市的治理水平。同时，居民小区也是城市居民美好生活建设的主阵地，它关系着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水平，也是城市发展水平、治

理状况和文明程度的标志。 

据了解，罗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居民小区数量多、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治安、消防、维稳和安全生产等事件多发、频发。全

区 33.72 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内，密布居民小区 988个，物业公司 563家，业委会 195个。目前，居民小区建立党组织 466家，共管理党员

14512 名。 

围绕如何让居民更幸福更快乐更满意，近年来，罗湖在居民小区党建上进行了持续探索，通过把支部建在居民小区、推行“四位一体”

党建模式、赋予居民小区党支部“五项权力”等方式，让党旗在居民小区里高高飘扬。去年底，罗湖制定了居民小区党建 1+3文件，即《党

建引领构建居民小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以及开展居民小组、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个分领域党建的

总体安排，建立居民小区党建工作标准化体系，着力解决好城市基层党建“最后一米”的问题，形成了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孩子放学没处去，我们有四点半课堂，居民业余时间没事做，我们有唱歌、书法、京剧、太极等 8 个团体，我们有 3 个业主群，

只要业主有需要，一个微信一个电话，楼长就上门处理……山竹台风第二天，小区男女老少齐出动，最大的 70多岁，最小的只有 2岁多，

我们百仕达就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东晓街道百仕达小区居民党支部书记刘静华用生动鲜活的事例讲述了这个大家庭的美好与感动。

她表示，百仕达居民小区党建有“四度”，即深度、硬度、粘度、温度，为居民提供了精准多样的个性化服务。据了解，百仕达小区党建

被确定为深圳市蹲点抓基层示范点，吸引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知名专家学者前来调研。 

莲塘街道莲花社区名骏豪庭一支部书记梁绍祥，东湖街道东乐花园居民代表蒋敏，翠竹街道翠竹社区党委书记曲永玲，南湖街道渔丰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渔丰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吴颂球等也分享了各自的做法和经验。 

“目前，罗湖已经具备了在全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的基本条件和试点经验。” 高延勇表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就是树立城市基层党

建力量向小区去的导向，把党支部建在居民小区、以建设小区美好生活为主题开展党的建设，调动一切力量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据了解，今年罗湖居民小区的党建工作主题为“组织建设年”，目标是使小区党支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更加有效，支部建设更加标

准规范，重点要建立小区共建组织体系，赋予小区党支部议事权、建议权、人事权、监督权、评议权五项权力，健全一体多元、统分结合、

条块协同的小区共治机制，以解决小区居民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的问题为中心，构建多元化的小区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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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罗湖新潮范儿！“看罗湖”抖音号上线试运营 

要问当下哪个 APP最红，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抖音”。当抖音遇上罗湖，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周末想跟朋友在罗湖探店逛吃，哪些地方可以选？想开启一趟罗湖人文之旅，哪里找攻略？带家人参观京基 100 和地王大厦，被问到

背后的历史故事怎么回答？作为宝爸宝妈，怎样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罗湖教育大事件？······生活中，你是否遇到过这些问题？ 

“群众的关注点在哪里，我们的宣传就在哪里。”6月 28日，由罗湖电视网络制作管理中心探索推出的“看罗湖”抖音号（抖音号 ID：

Kanluohu）将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该账号将同电视栏目“看罗湖”、微信 H5指尖生活资讯平台“罗湖掌生活”联动，以潮流新鲜的内容

形式，推送喜闻乐见的民生信息，展现充满动感活力的城区形象。借此增强辖区居民对罗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一步宣传罗湖人文特色、

推进城区文明创建、传播罗湖历史文化、传递城区潮流风尚、助力打造国际创新型先锋城区。 

即时区事、人文历史、民生资讯、时尚潮购、美食玩乐……这些资讯你都能在“看罗湖”抖音号上找到。“看罗湖”抖音号的发布内

容主要涵盖三个方面： 

其中，“民生服务”类聚焦罗湖居民的日常生活，发布便民利民的政策指南。透过“看罗湖”的镜头，呈现颜值爆表的街道，安利超

高人气的美食店，观赏盛大梦幻的花展，获取实用有效的民生福利，让罗湖居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人文故事”类推送罗湖的人文和历史故事。通过有温度的罗湖人和事，展现罗湖的人文内涵与历史变迁。短短 1分钟的介绍，带居

民重温一座地标四十年前的模样、了解一幢建筑不为人知的往事、倾听一个英雄传奇人生背后的故事，让老百姓在回望过去的同时，感知

城市变革的历程，参与城市发展的脚步。 

“信息发布”类则发布罗湖的重要事件、重点活动，用镜头展现最新鲜的政策资讯、最受关注的焦点事件、最火热的活动现场，让居

民第一时间了解辖区大事，与城区同呼吸、共成长，增强居民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未来，“看罗湖”抖音号将不断用潮范儿十足的短视频展现蝶变罗湖，引领城区宣传新风尚，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罗湖、喜欢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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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 3.0 版本启动 

6 月 27日，罗湖区在水田小学报告厅举行 2019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下称“科普计划”）暨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

上，辖区 42所小学获授牌，实现食安科普计划在区属公办小学全覆盖。 

此次活动，由罗湖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罗湖区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监管局、共青团罗湖区委员会联合主办，深圳晚报

食品安全宣教中心承办。罗湖区副区长、党组成员文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忠出席活动并致辞。 

食安科普教育覆盖辖区全部公办小学 

罗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自 2017年启动，通过设立食品安全试点学校、建立食品安全特色 U站、研发食品安全科普课程、

培训食品安全志愿讲师、研发食品安全科普系列产品等方式，全方位提升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水平，成效显著。 

罗湖区教育局副调研员陈永欢介绍，科普计划通过开展科普大课、游园大会、手抄报评比、家长膳食营养讲座、社区联合宣传活动等

多种形式，让师生和家长全方位参与食品安全和营养知识的学习。 

科普计划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运作发展，科普方式、学校覆盖数量、师资力量等方面皆有了质的提升。罗湖区食药安办主任、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罗湖监管局局长王建青介绍，2017 年至 2018年，科普计划试点学校从 1所增加到 5所，课程内容不断完善，通过学生带动家庭，

提升对食安科普知识的认识度。今年，科普计划还将覆盖辖区全部 42所区属公办小学，面向 3年级学生开展系统性的食品安全科普课程。 

启动仪式上，主办单位也对罗湖区 42 所公办小学颁发象征着责任和使命的科普计划项目合作学校牌。据悉，未来，科普计划将向纵

深发展，立体式推广。文表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是罗湖食品安全工作的创新举措与品牌活动，目前是针对公办小学开展

科普计划，未来可以尝试向私立学校，向幼儿园，向中学发展，立体式推广品牌项目。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获肯定 

目前，科普计划已初步构建志愿讲师团的培训、考核、实践平台，成为科普计划强大的讲师支撑。深圳市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为罗湖

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招募食品安全专业高校学生、科普计划试点学校家长、有讲师资质的社工、志愿者等

报名参与培训。 

东晓小学学生家长张小玲是最早一批加入科普计划食安志愿讲师团的一名代表，在去年的一节食安课程中，她带着自己培育的发芽土 



 

 

 

 

豆走上讲台，向学生科普食品安全知识，受到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并在去年获评三星级讲师称号。她表示，加入食安科普讲师团

队，通过食安知识、授课技巧等规范专业的培训，从中了解到更多专业严谨的食品安全知识，在家庭、生活上都受益匪浅。 

启动第三期志愿讲师培训 

据科普计划项目承办方深圳晚报食安宣教中心代表陆华透露，去年科普计划分两批培训志愿讲师学员 60 余人，通过考核 25 人。通

过系列课程培训、考核，考核成功的讲师将加入讲师团，并加入主题班会课授课进行实践。 

这 25名志愿讲师包括了快检人员、家长、志愿者、社工等各界人士，现已成为科普计划的骨干力量。为融入新鲜血液，今年暑假，

第三期志愿讲师培训也将拉开序幕。 

新增 11家科普计划共建单位 

据了解，自 2017年以来，科普计划连续两年开展了 100多场次的课程及活动，得到了食品安全专业院校、专业机构、检测机构、社

会组织等各界人士的技术支持或帮助。今年，科普计划也有更多的单位加入，共同倡议加入食品安全工作，助力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工

作。 

启动仪式上，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工程师、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 11 家科普计划共建单位代表也登台接受表彰。未来，共建单位将各司其职，发挥作用，向科普计划提供师资、技术、场地等多方面

支持，助力科普计划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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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关怀温暖人心 ，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走访慰问辖区困难党员 

七一建党节来临前夕，6月 27日上午，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一行来到黄贝街道华丽东村，开展困难党员走访慰问活动。区委组织部，

黄贝街道办相关负责人参加慰问。 

 “您老多大年纪了？身体如何？党的生日快来了，我代表区委区政府来看望您，”一进老党员钟剑昌家里，贺海涛便与他唠起了家常，

详细询问起老人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当看到老人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时，贺海涛感到非常高兴。他表示，老党员们为党的事业所作出的

奉献，党和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并叮嘱钟老要保重好身体，安享好晚年生活,有什么问题诉求随时向组织反映。 

老党员严仲德本人中风，行动不便。妻子也是党员，患有严重的眼疾。在严仲德夫妇家里，贺海涛详细询问了严老夫妇的身体康复情

况，家庭有什么困难等，当获悉严老还有听力障碍时，贺海涛特意拉起老人的手，附耳叮嘱老人一定要坚定生活信念，勇于面对困难，争

取病情早日出现转机。大家的来访让严仲德夫妇十分感动，他们表示，非常感谢组织一直以来对老党员的关心，并将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

好好生活，发挥余热。贺海涛还要求基层工作人员要对辖区困难党员多关心、多帮助，时刻把党员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个党员群众心中。 

接下来，区四套班子领导、区党代表将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到挂点街道社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

和老党员，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和有关诉求，有针对性的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达到“慰问一人、温暖一户、带

动一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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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需求在哪党建服务就到哪，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 

 “今天，你爱东乐了吗？”千万别以为这是一句矫情的口号，其实这是很多居民的“接头暗号”；“在百仕达小区生活太幸福了”，这

也不是说什么大话，而是老人们发自肺腑的心里话……这就是罗湖区开展居民小区党建以来，一些示范小区带给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为更深入扎实地在全区推进居民小区党建，让更多居民享受美好生活，6月 27日上午，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区两新工委书记高延勇就为什么要开展居民小区党建、居民小区党建要实现的目标任务、如何推进居民小区党建等内容进行了

讲解并对 2019年居民小区党建工作进行了部署。 

 “居民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说到底，居民小区党建就是要发动小区党员和各方力量，解决居民问题，把小区治理好，

为居民创建美好生活。”高延勇表示，居民小区党建已经成为城市基层党建的战略制高点，党对小区的领导状况和治理水平，决定了整个

城市的治理水平。同时，居民小区也是城市居民美好生活建设的主阵地，它关系着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水平，也是城市发展水平、

治理状况和文明程度的标志。 

据了解，罗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居民小区数量多、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治安、消防、维稳和安全生产等事件多发、频发。全

区 33.72 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内，密布居民小区 988个，物业公司 563家，业委会的 195个。目前，居民小区建立党组织 466家，管理党员

14512 名。 

围绕如何让居民更幸福更快乐更满意，近年来，罗湖在居民小区党建上进行了持续探索，通过把支部建在居民小区、推行“四位一体”

党建模式、赋予居民小区党支部“五项权力”等方式，让党旗在居民小区里高高飘扬。去年底，罗湖制定了居民小区党建 1+3文件，即《党

建引领构建居民小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以及开展居民小组、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个分领域党建的

总体安排，建立居民小区党建工作标准化体系，着力解决好城市基层党建“最后一米”的问题，形成了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孩子放学没处去，我们有四点半课堂，居民业余时间没事做，我们有唱歌、书法、京剧、太极等 8 个团体，我们有 3 个业主群，

只要业主有需要，一个微信一个电话，楼长就上门处理……山竹台风第二天，小区男女老少齐出动，最大的 70多岁，最小的只有 2岁多，

我们百仕达就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东晓街道百仕达小区居民党支部书记刘静华用生动鲜活的事例讲述了这个大家庭的美好与感动。

她表示，百仕达居民小区党建有“四度”，即深度、硬度、粘度、温度，为居民提供了精准多样的个性化服务。“居民都好爱自己的小区”。

据了解，这里的居民小区党建被确定为深圳市蹲点抓基层示范点，吸引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知名专家学者前来调研。 



 

 

 

不仅是百仕达居民小区，莲塘街道莲花社区名骏豪庭一支部书记梁绍祥，东湖街道东乐花园居民代表蒋敏，翠竹街道翠竹社区党委书

记曲永玲，南湖街道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渔丰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吴颂球等也分享了各自的做法和经验。 

 “目前，罗湖已经具备了在全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的基本条件和试点经验。” 高延勇表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就是树立城市基层

党建力量向小区去的导向，把党支部建在居民小区、以建设小区美好生活为主题开展党的建设，调动一切力量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据了解，今年罗湖居民小区的党建工作主题为组织建设年，目标是使小区党支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更加有效，支部建设更加标准规

范，重点要建立小区共建组织体系，赋予小区党支部议事权、建议权、人事权、监督权、评议权五项权力，健全一体多元、统分结合、条

块协同的小区共治机制，以解决小区居民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的问题为中心，构建多元化的小区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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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方式打开新罗湖！“看罗湖”抖音号 6 月 28 日上线 

要问当下哪个 APP最红，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抖音”。下了班随手刷个抖音，旅途中随地拍个抖音，吃喝玩乐上抖音刷

攻略，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截至 2019 年 1月，抖音的国内日活跃用户突破 2.1亿，月活跃用户突破 5亿。 

短短一分钟的视频，向人们传递着新奇创意和热门资讯，让每个人的独特生活都得以记录和展示，每座城市的独一无二都能被挖掘和

发现。当抖音遇上罗湖，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市民关注点在哪  宣传就在哪 

“群众的关注点在哪里，我们的宣传就在哪里。”秉承这个初衷，6月 28日，深圳市罗湖区电视网络制作管理中心探索推出“看罗湖”

抖音号（抖音号 ID：Kanluohu）。该平台的创建，旨在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手法，运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打开全新的罗湖宣传窗口。以一

系列接地气、明快清晰、通俗有趣的短视频作品，传播新时代新罗湖的新形象，在新媒体领域搭建罗湖新的宣传阵地，在移动互联的新时

代营造罗湖的新形象。 

从 6 月 28 日起，“看罗湖”抖音号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将同电视栏目“看罗湖”、微信 H5 指尖生活资讯平台“罗湖掌生活”联动，

以潮流新鲜的内容形式，推送喜闻乐见的民生信息，展现充满动感活力的城区形象。借此增强辖区居民对罗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一步

宣传罗湖人文特色、推进城区文明创建、传播罗湖历史文化、传递城区潮流风尚、助力打造国际创新型先锋城区。 

尽显潮范儿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罗湖 

周末想跟朋友在罗湖探店逛吃，哪些地方可以选？想开启一趟罗湖人文之旅，哪里找攻略？带家人参观京基 100 和地王大厦，被问到

背后的历史故事怎么回答？作为宝爸宝妈，怎样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罗湖教育大事件？在过去，想了解这些事只能通过媒体报道和官方网站，

如今随着“看罗湖”抖音号的上线运营，人们接收新鲜资讯的方式有了新变化。 

即时区事、人文历史、民生资讯、时尚潮购、美食玩乐……这些资讯你都能在“看罗湖”抖音号上找到。“看罗湖”抖音号的发布内容

主要涵盖三个方面：民生服务，人文故事，信息发布。 



     2019 年 6 月 28 日                                                                         

 

关注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罗湖启动食品安全宣传周 

6月 27日，2019年罗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暨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水田小学举行。 

罗湖区副区长文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忠出席并致辞。市市场监管局罗湖局局长王建青，区教育局、团区委相关负责人等参

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王建青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科普计划的开展情况及今年的项目安排。罗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自 2017

年实施以来，试点学校从 1 所扩大到 5 所，课程内容不断完善，通过学生带动家庭，提升对食安科普知识的认识度。今年，科普计划还将

覆盖辖区全部 42所区属公办小学，面向 3年级学生开展系统性的食品安全科普课程。 

文忠强调，“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是罗湖食品安全工作的创新举措与品牌活动，未来可以尝试向私立学校，向幼儿园，向中

学发展，立体式推广品牌项目。 

李忠充分肯定了罗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认为食品安全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参与，希望科普计划可以结出更多惠民

果实，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全市落地开花，惠及全市青少年儿童。 

活动现场还为 42 所公办小学颁发科普计划项目合作学校牌，为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等 11 家科普计划共建单位授牌并向食品安全专

家颁发了聘书。随后，嘉宾共同启动 2019罗湖区青少年儿童食品安全科普计划，也宣告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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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举办“平安之路你我同行”系列活动，学法规守法纪护铁路创平安 

6 月 27日晚，罗湖区 2019年“平安之路你我同行”系列活动之“学法规守法纪护铁路创平安”主题宣传教育月活动在罗湖区笋岗街

道宝能中心公园举行。 

此次活动由罗湖区委政法委、笋岗街道办主办。深圳市委政法委副调研员张崑、深圳市铁路公安处治安支队政委陈文件、罗湖区委政

法委副书记肖刚，罗湖公安分局、罗湖交警大队、各街道办负责人等出席。 

活动包括领导宣讲、文艺演出、现场咨询、有奖知识问答，涵盖了铁路护路、扫黑除恶、法学、防范、禁毒等内容，现场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五千余份，吸引了两千余名市民参与，在罗湖掀起了“学法规守法纪护铁路创平安”爱路护路宣传的新高潮。 

罗湖区为进一步提高铁路沿线广大人民群众遵纪守法、维护铁路安全的自觉性，营造良好的铁路运输环境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从 6月 1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以“学法规守法纪护铁路创平安”为主题的“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月”活动，整合各方资源，运用各种宣

传工具，把铁路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送进千家万户，融入群众心中，营造人人遵守铁路安全规定、个个维护铁路治安秩序的良好氛围，密

织全员护路联防体系。 

一是源头治理、消除各类隐患。区委政法委积极主动，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各沿线护路联防小分队，巡查看护，重点巡逻，发现

问题及时反馈，快速处理。 

二是落实制度、层层压实责任。区委政法委以落实制度为抓手，层层传递，压实责任，努力构建更加和谐稳固的路地关系，形成工作

合力；坚持落实做好督导检查制度，及时深入一线，分析研判新问题、新情况，加强指导、督导，确保护路队员履行职责；同时，持续开

展明察暗访活动，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着力提高护路执勤上线率。 

三是突出重点强化环境整治。区委政法委依法、稳妥打好“五违四必”补短板硬仗，保持连续作战的精神状态，扎实开展铁路沿线集

中排查整治活动。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细化整治方案，找准工作突破口，完善应急处突方案。

检查强化法治思维，以法治引领铁路沿线矛盾预防化解工作。 

四是夯实基础、着力推进护路联防。铁路护路与地方治安高度关联，罗湖区坚持护路工作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同部署、同检查、

同考核、同总结，抓准时间不断夯实联防工作基层基础。沿线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分析工作形势，研究对策措施。

注重加强铁路信息员、巡防员、宣传员 3支队伍建设，狠抓管理、教育和培训，努力提升护路队伍的整体能力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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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警情同比下降 3.4%！东晓街道举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暨安全生产文艺汇演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居民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平安创建工作的知晓率，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6月 27日晚 7时，东晓公园广场，

东晓街道举办了“扫黑除恶护民生·安全文明促和谐”宣传文艺汇演活动。罗湖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张智武、东晓街道党工委书记肖嘉睿、

东晓派出所负责人等及周边近千名群众、义工参加了活动。 

本次活动内容贴近现实、形式多样，包括：快板《我是禁毒宣传员》、《黑恶必除，除恶务尽》，相声《尔虞我诈》，小品《我是安检员》

等节目，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参与平安创建、扫黑除恶的热情；同时活动中穿插进行了关于扫黑除恶、平安创建和反“套路贷”的有奖知

识互动问答，有力地加深了居民对相关知识的印象，提升了居民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认识，增加了本次文艺汇演的趣味性和群众参与性。 

文艺展演现场，由东晓街道及各社区工作站组成了现场宣传咨询方阵，以展板展示、宣传横幅、宣传资料及宣传品派发等多种方式，

简洁直观地向居民展示了扫黑除恶成果、平安建设成效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及举报奖励机制，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6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

料 4000 余份。 

党中央、国务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按照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要求，东晓街道成立了领导小组，提高政治站位，把扫

黑除恶作为当前和今后首要任务，紧紧围绕“四个关键环节”，不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取得新进展，有力维护了辖区和谐稳定，

为罗湖振兴发展营造平安有序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东晓街道在扫黑除恶、平安创建工作中卓有成效： 

宣传效果广泛深入 

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工作原则，深入广泛持续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宣传活动。一是利用主题宣传活动提升影响力。二是深入社

区开展宣传，随处可见、入眼入心。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小区电梯、大型商场、集贸市场、楼道等阵地张贴宣传单张和“扫黑除恶 共

创平安”的宣传海报；充分利用辖区户外 LED 电子屏、警银亭滚动播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重点和举报方式。三是开辟社区家园网宣传

网络阵地。通过社区家园网及时发布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动态。 

重拳出击黑恶势力 

坚持“以打开路、打早打小”，全面挤压和扫除黑恶势力，全方位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专项斗争以来，东晓派出所牵头大力 

 



 

 

 

 

开展各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行动，辖区治安环境显著提升，辖区总警情同比下降 3.4%，社会面平稳有序，治安状况持续向好。 

铁腕根除“海鲜霸”恶势力 

东晓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由街道党工委书记肖嘉睿任组长的布吉海鲜市场扫黑除恶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专项工作方

案，各相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发挥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委的统筹协调，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调动市场内党员同志积极

参与扫黑除恶工作，通过党组织、党员商户发动广大经营商户参与扫黑除恶宣传和市场内涉黑涉恶线索的摸排、举报，进一步提升人民群

众对扫黑除恶斗争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同时“以防为主”，持续加强市场内的产品价格监督、食品安全质量监管和市容环境监管工作，

加大综合执法力度，整治市场运营秩序、减少环境卫生黑点，持续强化综合治理，做到“边扫、边治、边建”，有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

土壤，进一步提升市场整体面貌，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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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晚报道 | 瞄准居民需求提供服务 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 

" 今天，你爱东乐了吗？" 千万别以为这是一句矫情的口号，其实这是很多居民的 " 接头暗号 "；" 在百仕达小区生活太幸福了 "，

这也不是说什么大话，而是老人们发自肺腑的心里话。这就是罗湖区开展居民小区党建以来，一些示范小区带给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为更深入扎实地在全区推进居民小区党建，让更多居民享受美好生活，6 月 27 日上午，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罗湖区

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两新工委书记高延勇就为什么要开展居民小区党建、居民小区党建要实现的目标任务、如何推进居民小区党建等内容

进行了讲解并对 2019 年居民小区党建工作进行了部署。 

" 居民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说到底，居民小区党建就是要发动小区党员和各方力量，解决居民问题，把小区治理好，为

居民创建美好生活。" 高延勇表示。 

他认为，现今居民小区党建已经成为城市基层党建的战略制高点，党对小区的领导状况和治理水平，决定了整个城市的治理水平。同

时，居民小区也是城市居民美好生活建设的主阵地，它关系着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水平，也是城市发展水平、治理状况和文明程度

的标志。 

据了解，罗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居民小区数量多、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治安、消防、维稳和安全生产等事件多发、频发。全

区 33.72 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内，密布居民小区 988 个，物业公司 563 家，业委会的 195 个。目前，居民小区建立党组织 466 家，管

理党员 14512 名。 

围绕如何让居民更幸福更快乐更满意，近年来，罗湖在居民小区党建上进行了持续探索，通过把支部建在居民小区、推行 " 四位一

体 " 党建模式、赋予居民小区党支部 " 五项权力 " 等方式，让党旗在居民小区里高高飘扬。去年底，罗湖制定了居民小区党建 1+3 文

件，即《党建引领构建居民小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以及开展居民小组、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个分

领域党建的总体安排，建立居民小区党建工作标准化体系，着力解决好城市基层党建 " 最后一米 " 的问题，形成了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

新格局。 

" 孩子放学没处去，我们有四点半课堂；居民业余时间没事做，我们有唱歌、书法、京剧、太极等 8 个团体，我们有 3 个业主群，

只要业主有需要，一个微信一个电话，楼长就上门处理；山竹台风第二天，小区男女老少齐出动，最大的 70 多岁，最小的只有 2 岁多， 



 

 

我们百仕达就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 百仕达小区居民党支部书记刘静华用生动鲜活的事例讲述了这个大家庭的美好与感动。 

她表示，百仕达居民小区党建有 " 四度 "，即深度、硬度、粘度、温度，为居民提供了精准多样的个性化服务。" 居民都好爱自己

的小区 "。据了解，这里的居民小区党建被确定为深圳市蹲点抓基层示范点，吸引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知名专家学者前来调研。 

不仅是百仕达居民小区，莲塘街道莲花社区名骏豪庭一支部书记梁绍祥，东湖街道东乐花园居民代表蒋敏，翠竹街道翠竹社区党委书

记曲永玲，南湖街道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渔丰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吴颂球等也分享了各自的做法和经验。 

" 目前，罗湖已经具备了在全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的基本条件和试点经验。" 高延勇表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就是树立城市基层党

建力量向小区去的导向，把党支部建在居民小区、以建设小区美好生活为主题开展党的建设，调动一切力量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据了解，今年罗湖居民小区的党建工作主题为组织建设年，目标是使小区党支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更加有效，支部建设更加标准规

范，重点要建立小区共建组织体系，赋予小区党支部议事权、建议权、人事权、监督权、评议权五项权力，健全一体多元、统分结合、条

块协同的小区共治机制，以解决小区居民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的问题为中心，构建多元化的小区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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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罗湖持续探索居民小区党建，解决城市基层党建“最后一米” 

 “今天，你爱东乐了吗？”千万别以为这是一句矫情的口号，其实这是很多居民的“接头暗号”；“在百仕达小区生活太幸福了”，这

也不是说什么大话，而是老人们发自肺腑的心里话……为更深入扎实地在全区推进居民小区党建，让更多居民享受美好生活，6 月 27 日上

午，罗湖召开全区居民小区党建工作会，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两新工委书记高延勇，就为什么要开展居民小区党建、居民小区党建要实

现的目标任务、如何推进居民小区党建等内容进行了讲解，并对 2019 年居民小区党建工作进行了部署。 

 “居民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在哪！说到底，居民小区党建就是要发动小区党员和各方力量，解决居民问题，把小区治理好，

为居民创建美好生活。” 

高延勇表示，居民小区党建已经成为城市基层党建的战略制高点，党对小区的领导状况和治理水平，决定了整个城市的治理水平。同

时，居民小区也是城市居民美好生活建设的主阵地，它关系着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水平，也是城市发展水平、治理状况和文明程度

的标志。 

据了解，罗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居民小区数量多、类型复杂、管理难度大，治安、消防、维稳和安全生产等事件多发、频发。全

区 33.72 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内，密布居民小区 988 个，物业公司 563 家，业委会的 195 个。目前，居民小区建立党组织 466 家，管理党员

14512 名。 

围绕如何让居民更幸福更快乐更满意，近年来，罗湖在居民小区党建上进行了持续探索，通过把支部建在居民小区、推行“四位一体”

党建模式、赋予居民小区党支部“五项权力”等方式，让党旗在居民小区里高高飘扬。去年底，罗湖制定了居民小区党建 1+3 文件，即《党

建引领构建居民小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以及开展居民小组、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个分领域党建的总

体安排，建立居民小区党建工作标准化体系，着力解决好城市基层党建“最后一米”的问题，形成了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孩子放学没处去，我们有四点半课堂，居民业余时间没事做，我们有唱歌、书法、京剧、太极等 8 个团体，我们有 3 个业主群，只

要业主有需要，一个微信一个电话，楼长就上门处理……山竹台风第二天，小区男女老少齐出动，最大的 70 多岁，最小的只有 2 岁多，

我们百仕达就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东晓街道百仕达小区居民党支部书记刘静华用生动的事例讲述了这个大家庭的美好。她表示，

百仕达居民小区党建有“四度”，即深度、硬度、粘度、温度，为居民提供了精准多样的个性化服务。“居民都好爱自己的小区”。据了解， 



 这里的居民小区党建被确定为深圳市蹲点抓基层示范点，吸引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知名专家学者前来调研。 

不仅是百仕达居民小区，莲塘街道莲花社区名骏豪庭一支部书记梁绍祥，东湖街道东乐花园居民代表蒋敏，翠竹街道翠竹社区党委书

记曲永玲，南湖街道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渔丰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吴颂球等，也分享了各自的做法和经验。 

 “目前，罗湖已经具备了在全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的基本条件和试点经验。” 高延勇表示，推行居民小区党建，就是树立城市基层

党建力量向小区去的导向，把党支部建在居民小区，以建设小区美好生活为主题开展党的建设，调动一切力量实现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据了解，今年罗湖居民小区的党建工作主题为组织建设年，目标是使小区党支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更加有效，支部建设更加标准规

范，重点要建立小区共建组织体系，赋予小区党支部议事权、建议权、人事权、监督权、评议权五项权力，健全一体多元、统分结合、条

块协同的小区共治机制，以解决小区居民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的问题为中心，构建多元化的小区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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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晓街道举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暨安全生产宣传文艺汇演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居民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平安创建工作的知晓率，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6 月 27 日晚，东晓街道在东晓公园

广场举办了“扫黑除恶护民生·安全文明促和谐”宣传文艺汇演活动。罗湖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张智武、东晓街道党工委书记肖嘉睿、东晓

派出所负责人等及周边近千名群众、义工参加了活动。 

本次活动内容贴近现实、形式多样，包括：快板《我是禁毒宣传员》《黑恶必除，除恶务尽》，相声《尔虞我诈》，小品《我是安检员》

等节目，充分展现了辖区群众参与平安创建、扫黑除恶的热情；同时活动中穿插进行了关于扫黑除恶、平安创建和反“套路贷”的有奖知

识互动问答，有力地加深了居民对相关知识的印象，提升了居民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认识，增加了本次文艺汇演的趣味性和群众参与性。 

文艺展演现场，由东晓街道及各社区工作站组成了现场宣传咨询方阵，以展板展示、宣传横幅、宣传资料及宣传品派发等多种方式，

简洁直观地向居民展示了扫黑除恶成果、平安建设成效、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及举报奖励机制，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6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

料 4000 余份。 

按照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要求，东晓街道成立了领导小组，提高政治站位，把扫黑除恶作为当前和今后首要任务，紧紧围绕“四

个关键环节”，不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取得新进展，有力维护了辖区和谐稳定，为罗湖振兴发展营造平安有序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东晓街道在扫黑除恶、平安创建工作中卓有成效： 

宣传效果广泛且深入 

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工作原则，深入广泛持续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宣传活动。一是利用主题宣传活动提升影响力。二是深入社

区开展宣传，随处可见、入眼入心。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小区电梯、大型商场、集贸市场、楼道等阵地张贴宣传单张和“扫黑除恶 共

创平安”的宣传海报；充分利用辖区户外 LED 电子屏、警银亭滚动播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重点和举报方式。三是开辟社区家园网宣

传网络阵地。通过社区家园网及时发布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动态。 

整治黑恶势力有成效 

坚持“以打开路、打早打小”，全面挤压和扫除黑恶势力，全方位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专项斗争以来，东晓派出所牵头大力

开展各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行动，辖区治安环境显著提升，辖区总警情同比下降 3.4%，社会面平稳有序，治安状况持续向好。 



 
铁腕根除“海鲜霸”恶势力 

东晓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由街道党工委书记肖嘉睿任组长的布吉海鲜市场扫黑除恶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专项工作方

案，各相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发挥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委的统筹协调，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调动市场内党员同志积极

参与扫黑除恶工作，通过党组织、党员商户发动广大经营商户参与扫黑除恶宣传和市场内涉黑涉恶线索的摸排、举报，进一步提升人民群

众对扫黑除恶斗争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同时“以防为主”，持续加强市场内的产品价格监督、食品安全质量监管和市容环境监管工作，

加大综合执法力度，整治市场运营秩序、减少环境卫生黑点，持续强化综合治理，做到“边扫、边治、边建”，有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

土壤，进一步提升市场整体面貌，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和谐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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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新闻出版电影行业安全意识，迎 70 年国庆 

6月 26日下午，罗湖区新闻出版局在罗湖图书馆召开 2019年“安全生产月”培训会暨新闻出版电影行业经营者大会。罗湖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区新闻出版局局长章红班，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曾立新出席会议，辖区出版物经营企业、电影院、印刷

厂等负责人共 230人参加了会议。 

罗湖新闻出版局传达了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对近期开展“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暨深入推进夏季火灾防

控工作、罗湖区 2019年“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实体书店专项检查工作等进行了部署。 

会议现场，罗湖新闻出版局与相关企业负责人代表签订了《安全管理目标工作责任书》，要求各文化经营单位、场所全面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扎实开展以消防安全、防灾减灾、应急救援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生产月”宣传教育培训。 

接下来，罗湖区新闻局将联合文化执法部门对各大型书城、书店及出版物经营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印刷厂开展安全生产和行业管理

专项检查工作，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共同建设平安罗湖，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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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自古英雄事！罗湖 500 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应征 

6 月 26 日上午，罗湖区 2019 年夏秋季征兵宣传活动在东门步行街广场举行，号召广大适龄青年学生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自觉

献身国防，踊跃报名参军，为实现强军目标输送更多英才。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崔嵬，副区长庄睿宁，区人武部部长邱雪平等领导出

席活动。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在活动现场的签名版上印着这八个大字，500余名适龄青年报名应征签名。据悉，罗湖区 2019年夏秋季征

兵报名截止至 8月 5日，按照网上登记、初检初审、体检政审、走访调查、预定新兵、张榜公示、批准入伍等流程进行。区征兵办将认真

履行职责，落实政策制度，全程阳光操作，努力为广大适龄青年报名应征提供工作服务与便利。 

 “我想我们的身份不仅仅是一名学生，更是一名要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有志青年。”来自笋岗街道的一名青年，也是本次

征兵活动的适龄青年代表表示，“今天，党和国家号召我们青年人积极参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有志青年应该履行的义务。

国家兴亡，青年有责！在此，我代表全区适龄青年庄严承诺：我们胸怀一颗报国心，时刻准备携笔从戎建功勋，以实际行动，为祖国母亲

的国防事业贡献力量，为改革强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乃至热血。” 

 “报国自古英雄事”，兵役登记、报名参军是每个适龄青年的应尽义务，也是一展报国之志、实现人生价值的光荣选择。“他们，为

罗湖人民争了光！”崔嵬表示，军队是一个“大学校”，给青年人生点燃理想、丰富阅历、塑造品质；军队是一座“大熔炉”，使青年勇敢

挑战自我、磨练意志、百炼成钢。 

一直以来，罗湖区各级党委政府作为罗湖子弟兵在军营建功立业的坚强后盾，认真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努力为军人及家属排忧解难，

做好各项优抚安置工作。罗湖的广大干部群众也非常热情支持部队建设，特别是广大家长踊跃送子参军，广大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应征，一

大批有志青年入伍后在部队入党、考学、提干，成为部队强军兴军的骨干力量，成为社会经济建设的栋梁之材。 

“参军入伍不仅能收获坚定的理想信念、强健的体魄意志、过硬的能力素质、情感深厚的亲密战友，更是全家人的政治荣誉以及一段

难能可贵的人生经历。”庄睿宁表示，希望更多有志青年早日加入人民军队，在火热的军营中激扬青春、放飞梦想、点亮人生、创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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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羅湖區委書記賀海濤帶隊慰問轄區困難黨員 

  【香港商報網訊】七一建黨節來臨前夕，羅湖區委書記賀海濤一行來到黃貝街道華麗東村，開展困難黨員走訪慰問活動。區委組織部，

黃貝街道辦相關負責人參加慰問。 

  「您老多大年紀了？身體如何？黨的生日快來了，我代表區委區政府來看望您，」一進老黨員鍾劍昌家裡，賀海濤便與他嘮起了家常，

詳細詢問起老人的身體和生活情況。當看到老人家身體硬朗，精神矍鑠時，賀海濤感到非常高興。他表示，老黨員們為黨的事業所作出的

奉獻，黨和人民永遠都不會忘記，並叮囑鍾老要保重好身體，安享好晚年生活,有什麼問題訴求隨時向組織反映。 

  老黨員嚴仲德本人中風，行動不便。妻子也是黨員，患有嚴重的眼疾。在嚴仲德夫婦家裡，賀海濤詳細詢問了嚴老夫婦的身體康復情

況，家庭有什麼困難等，當獲悉嚴老還有聽力障礙時，賀海濤特意拉起老人的手，附耳叮囑老人一定要堅定生活信念，勇於面對困難，爭

取病情早日出現轉機。大家的來訪讓嚴仲德夫婦十分感動，他們表示，非常感謝組織一直以來對老黨員的關心，並將保持樂觀向上的心態，

好好生活，發揮餘熱。賀海濤還要求基層工作人員要對轄區困難黨員多關心、多幫助，時刻把黨員群眾的冷暖放在心上，幫助他們解決實

際困難，把黨和政府的溫暖送到每一個黨員群眾心中。 

  據了解，接下來羅湖區四套班子領導、區黨代表將結合正在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深入到掛點街道社區，走訪慰

問困難黨員和老黨員，了解他們的思想動態和生活情況，聽取意見建議和有關訴求，有針對性的幫助解決實際問題，達到「慰問一人、溫

暖一戶、帶動一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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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羅湖居民小區黨建工作會議召開 

「今天，你愛東樂了嗎？」千萬別以為這是一句矯情的口號，其實這是很多居民的「接頭暗號」；「在百仕達小區生活太幸福了」，這

也不是說什麼大話，而是老人們發自肺腑的心裏話……這就是羅湖區開展居民小區黨建以來，一些示範小區帶給老百姓的實實在在的變化。 

  為更深入紮實地在全區推進居民小區黨建，讓更多居民享受美好生活，6 月 27 日，羅湖召開全區居民小區黨建工作會，區委組織部副

部長、區兩新工委書記高延勇就為什麼要開展居民小區黨建、居民小區黨建要實現的目標任務、如何推進居民小區黨建等內容進行了講解

並對 2019 年居民小區黨建工作進行了部署。 

  解決城市基層黨建「最後一米」 

  「居民的需求在哪，我們的服務就在哪！說到底，居民小區黨建就是要發動小區黨員和各方力量，解決居民問題，把小區治理好，為

居民創建美好生活。」 

  高延勇表示，居民小區黨建已經成為城市基層黨建的戰略制高點，黨對小區的領導狀況和治理水平，決定了整個城市的治理水平。同

時，居民小區也是城市居民美好生活建設的主陣地，它關係著每個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水平，也是城市發展水平、治理狀況和文明程度

的標誌。 

  據了解，羅湖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區，居民小區數量多、類型複雜、管理難度大，治安、消防、維穩和安全生產等事件多發、頻發。全

區 33.72 平方公里的建成區內，密布居民小區 988 個，物業公司 563 家，業委會的 195 個。目前，居民小區建立黨組織 466 家，管理黨員

14512 名。 

圍繞如何讓居民更幸福更快樂更滿意，近年來，羅湖在居民小區黨建上進行了持續探索，通過把支部建在居民小區、推行「四位一體」

黨建模式、賦予居民小區黨支部「五項權力」等方式，讓黨旗在居民小區里高高飄揚。去年底，羅湖制定了居民小區黨建 1+3 文件，即《黨

建引領構建居民小區共建共治共享工作體系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1）》，以及開展居民小組、業委會和物業服務企業三個分領域黨建的總

體安排，建立居民小區黨建工作標準化體系，著力解決好城市基層黨建「最後一米」的問題，形成了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孩子放學沒處去，我們有四點半課堂，居民業餘時間沒事做，我們有唱歌、書法、京劇、太極等 8 個團體，我們有 3 個業主群，只

要業主有需要，一個微信一個電話，樓長就上門處理……山竹颱風第二天，小區男女老少齊出動，最大的 70 多歲，最小的只有 2 歲多， 



 

 

 

 

我們百仕達就是一個幸福和諧的大家庭。」東曉街道百仕達小區居民黨支部書記劉靜華用生動鮮活的事例講述了這個大家庭的美好與感動。

她表示，百仕達居民小區黨建有「四度」，即深度、硬度、粘度、溫度，為居民提供了精準多樣的個性化服務。「居民都好愛自己的小區」。

據了解，這裡的居民小區黨建被確定為深圳市蹲點抓基層示範點，吸引了復旦大學等高校知名專家學者前來調研。 

  不僅是百仕達居民小區，蓮塘街道蓮花社區名駿豪庭一支部書記梁紹祥，東湖街道東樂花園居民代表蔣敏，翠竹街道翠竹社區黨委書

記曲永玲，南湖街道漁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漁豐股份有限公司黨支部書記吳頌球等也分享了各自的做法和經驗。 

  「目前，羅湖已經具備了在全區推行居民小區黨建的基本條件和試點經驗。」 高延勇表示，推行居民小區黨建，就是樹立城市基層黨

建力量向小區去的導向，把黨支部建在居民小區、以建設小區美好生活為主題開展黨的建設，調動一切力量實現小區共建共治共享。 

  據記者了解，今年羅湖居民小區的黨建工作主題為組織建設年，目標是使小區黨支部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更加有效，支部建設更加標

準規範，重點要建立小區共建組織體系，賦予小區黨支部議事權、建議權、人事權、監督權、評議權五項權力，健全一體多元、統分結合、

條塊協同的小區共治機制，以解決小區居民不幸福、不快樂、不滿意的問題為中心，構建多元化的小區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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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羅湖」抖音號上線試運營 用最親和的方式推介羅湖 

  【香港商報網訊】記者易小婧 通訊員楊然報道：要問當下哪個 APP 最紅，很多人腦海里第一個跳出來的就是「抖音」。下了班隨手刷

個抖音，旅途中隨地拍個抖音，吃喝玩樂上抖音刷攻略，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習慣。截至 2019 年 1 月，抖音的國內日活躍用戶突破 2.1 億，

月活躍用戶突破 5 億。 

  用「看羅湖」抖音打開新羅湖 

  短短一分鐘的視頻，向人們傳遞著新奇創意和熱門資訊，讓每個人的獨特生活都得以記錄和展示，每座城市的獨一無二都能被挖掘和

發現。當抖音遇上羅湖，又將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群眾的關注點在哪裡，我們的宣傳就在哪裡。」秉承這個初衷，6 月 28 日，羅湖電視網絡製作管理中心探索推出「看羅湖」抖音號（抖

音號 ID：Kanluohu）。該平臺的創建，旨在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手法，運用最接地氣的方式，打開全新的羅湖宣傳窗口。以一系列接地氣、

明快清晰、通俗有趣的短視頻作品，傳播新時代新羅湖的新形象，在新媒體領域搭建羅湖新的宣傳陣地。 

  從 6 月 28 日起，「看羅湖」抖音號正式進入試運營階段，將同電視欄目「看羅湖」、微信 H5 指尖生活資訊平臺「羅湖掌生活」聯動，

以潮流新鮮的內容形式，推送喜聞樂見的民生信息，展現充滿動感活力的城區形象。藉此增強轄區居民對羅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進一步

宣傳羅湖人文特色、推進城區文明創建、傳播羅湖歷史文化、傳遞城區潮流風尚、助力打造國際創新型先鋒城區。 

  接地氣內容盡顯潮范兒 

  帶你發現不一樣的城區 

  周末想跟朋友在羅湖探店逛吃，哪些地方可以選？想開啟一趟羅湖人文之旅，哪裡找攻略？帶家人參觀京基 100 和地王大廈，被問到

背後的歷史故事怎麼回答？作為寶爸寶媽，怎樣能夠第一時間了解羅湖教育大事件？在過去，想了解這些事只能通過媒體報道和官方網站，

如今隨著「看羅湖」抖音號的上線運營，人們接收新鮮資訊的方式有了新變化。 

  即時區事、人文歷史、民生資訊、時尚潮購、美食玩樂……這些資訊你都能在「看羅湖」抖音號上找到。「看羅湖」抖音號的發佈內容

主要涵蓋三個方面： 

  其中，「民生服務」類聚焦羅湖居民的日常生活，發佈便民利民的政策指南。透過「看羅湖」的鏡頭，呈現顏值爆表的街道，安利超高 



 人氣的美食店，觀賞盛大夢幻的花展，獲取實用有效的民生福利，讓羅湖居民收穫滿滿的幸福感。 

「人文故事」類推送羅湖的人文和歷史故事。通過有溫度的羅湖人和事，展現羅湖的人文內涵與歷史變遷。短短 1 分鐘的介紹，帶居

民重溫一座地標四十年前的模樣、了解一幢建築不為人知的往事、傾聽一個英雄傳奇人生背後的故事，讓老百姓在回望過去的同時，感知

城市變革的歷程，參與城市發展的腳步。 

  「信息發佈」類則發佈羅湖的重要事件、重點活動，用鏡頭展現最新鮮的政策資訊、最受關注的焦點事件、最火熱的活動現場，讓居

民第一時間了解轄區大事，與城區同呼吸、共成長，增強居民的參與感和認同感。 

  未來，「看羅湖」抖音號將不斷用潮范兒十足的短視頻展現蝶變羅湖，引領城區宣傳新風尚，吸引更多年輕人關注羅湖、喜歡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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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羅湖區青少年兒童食品安全科普計劃暨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啟動 

  【香港商報网訊】記者易小婧 通訊員楊然報道：27日，在羅湖區水田小學報告廳，2019年羅湖區青少年兒童食品安全科普計劃暨全

國食品安全宣傳周啟動儀式舉行。羅湖區副區長文忠，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副局長李忠出席活動並致辭。市市場監管局羅湖局王建青局長、

韓平華食葯總監及區教育局、團區委相關負責同志參加活動。 

  啟動儀式上，王建青局長及其他部門代表分別上臺介紹了科普計劃的開展情況及今年的項目安排。羅湖區青少年兒童食品安全科普計

劃自 2017 年實施以來，試點學校從 1 所擴大到 5 所，課程內容不斷完善，通過學生帶動家庭，提升對食安科普知識的認識度。今年，科

普計劃還將覆蓋轄區全部 42所區屬公辦小學，面向 3年級學生開展系統性的食品安全科普課程。 

  文忠副區長在致辭時強調，「青少年兒童食品安全科普計劃」是羅湖食品安全工作的創新舉措與品牌活動，未來可以嘗試向私立學校，

向幼兒園，向中學發展，立體式推廣品牌項目。市市場監管局李忠副局長充分肯定羅湖區青少年兒童食品安全科普計劃，認為食品安全需

要社會各界共同關注、參與，希望科普計劃可以結出更多惠民果實，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在全市落地開花，惠及全市青少年兒童。 

  儀式還為 42所公辦小學頒發科普計劃項目合作學校牌，為深圳第二高級技工學校等 11家科普計劃共建單位授牌並向食品安全專家頒

發了聘書。隨後，與會各位嘉賓共同啟動 2019 羅湖區青少年兒童食品安全科普計劃，也宣告食品安全宣傳周活動正式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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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企业在罗湖办事便捷指数高 

罗湖区出台《贯彻落实深圳市 2019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工作要点》 

    “以后办业务在罗湖就能搞定了，而且来了就能办、不用等，真的太方便了。”6月 11日，港货运输业务正式进驻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

普货及危货 47 个业务均可办理，其中 31 项业务可实现即来即办。在开通的第一时间，从事港货运输的张先生就赶来办理业务，为这项服

务点赞。这是罗湖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的一个侧影。今年初，《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发布。面对新的发展机遇，罗湖区

锐意改革，于日前正式出台《罗湖区贯彻落实深圳市 2019 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工作要点》，打造让企业满意的服务，营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在全市“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进，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新

征程中勇当先锋，打造国际化可持续发展先锋城区。 

    企业少跑腿 

    多项业务一次搞定 

    最近来到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的市民可以发现，大厅又多了一个新的办事窗口———医保业务窗口。据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

介绍，医保 15项业务已进驻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和黄贝、东门、莲塘三个街道服务大厅，月底还将正式进驻各街道行政服务大厅。以后单

位申领生育津贴受理、直通车企业外派员工异地就医备案、单位绑定机构新增等业务，在街道就可直接办理。一听到这个消息，来办理业

务的吴女士很是幸福。“我们公司在南湖街道，最近刚好也有相关业务要办，原本还想着要多跑一趟，马上在街道就能办理，大大方便我们

企业，以往花上两三天要办的事，现在一个上午就能办完了。” 

    医保业务进驻区以及街道服务大厅，是罗湖区建立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机制、优化营商环境的缩影。今年以来，罗湖区大力提升行政服

务中心能级，深入推动行政服务便捷化，企业办事更加便利。目前罗湖区各级政务大厅全部配置自助服务终端，100%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

上全预约和“最多跑一次”，68个事项区内通办，七成事项零次跑动，网上办结率 100%” 

    “区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号、一窗、一网’综合办理，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

例如，新行政服务大厅增设水电气等综合服务窗口，设置水电气办理智能终端设备，水电气三项业务一窗办完。”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工作

人员表示，全区可集中办理事项由 99项增加至 576项，并通过“互联网+物流快递”等信息化手段，实现群众网上申办、部门在线审批、 

 



 

 证照邮递送达，一次也不用跑的事项为 388 项。 

    为了进一步推动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优化审批流程、减少申报材料、缩短办理环节、压缩审批时间、降低企业成本。罗湖区以“企

业办事不出区，个人办事不出街”为目标，实现 200 个事项可区内通办、200 个事项可容缺办理、200 个事项可不见面审批，推动更多事

项实现“秒批”办理。 

    重点领域改革加快 

    效率提升 

    开办一家企业，水、电、气是最基本的设施保障。但以往的审批、报装流程冗长，需要跑多个单位、部门，费时费力，常常让企业头

疼。为了加快办事效率，让市民少跑路，《罗湖区贯彻落实深圳市 2019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工作要点》推进实施重点领域改革，在水、电、

气审批、报装方面按下加速键，大大压缩办事时间。 

    其中，罗湖区梳理企业用户接电、用水接入和用气报装申报材料清单，制定最新的办事指南，并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水电气行政审

批效率。凡是企业水电气工程涉及行政审批事项，区发展改革、规划、交通运输、公安交警、城市管理、住房建设、水务等部门实行并联

审批，取消前置条件，采用“容缺受理”方式，先行开展本部门申报材料和申请条件审查，待相关前置审批结束后立即完成审批流程。新

的审批方法实施后，水电接入行政审批用时不超过 5个工作日，用气报装行政审批不超过 10个工作日。 

    审批时限压缩了，报装流程也简化了。低压接电办理手续缩减至 2项，不涉及电力接入外线工程的，接电办理时间不超过 3工作日；

涉及电力接入外线施工的，办理时间不超过 13 工作日。高压接电办理流程缩减至 3 项，高压单电源企业用户电力接入办理时间不超过 26

个工作日，双电源企业用户电力接入办理时间不超过 41个工作日。 

    在用水接入上，水表口径 DN50以下不涉及行政审批的，办理时间不超过 4 个工作日；水表口径 D N 50及以上涉及行政审批的，办理

时间不超过 12个工作日。用气报装不涉及外线工程的，办理时间不超过 4个工作日；涉及外线工程的，办理时间不超过 16个工作日。 

    不仅如此，罗湖区还为辖区企业发放福利，降低水电气接入成本，提升水电气服务水平。以用电为例，企业低压接电零成本，用电报

装工程建安费进一步降低。同时，水电气报装流程透明度，市民可在政务服务网、政务服务大厅、网上营业厅、微信公众号等公开申报资

料要求、办理流程、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开通进度实时查询功能，进度一目了然。这项改造工程也将在本月底完成。 

    深圳亚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罗湖区的商贸企业，该用户 2018年 10月 25日申请增容至 198kV A，按照公司 200kV A及以下

客户推行低压供电模式，立即为用户提供了低压增容业务，为客户节省了变压器等设备投资约 20万元，用户 10月 26日用上电。 

 

    引得凤凰来 



引得凤凰来 

    为人才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企业的发展，人才是核心竞争力。为了吸引人才扎根罗湖发展，《罗湖区贯彻

落实深圳市 2019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工作要点》也针对引才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方面，罗湖区将提升“菁英人才”“猎英名校行”等高层次人才引进和服务力度，提高企业人才引进补助扶持标

准。加大人才住房建设筹集力度，完善人才住房租赁管理服务机制，保障承租家庭子女教育权益。其中，罗湖区实施了住房和货币补贴并

行的双轨保障，每年为企业人才提供一定的房源保障，同时发放市场筹集房源货币补贴，通过“实物+补贴”的方式，尽可能解决企业人

才住房问题。目前，罗湖区共开工筹集 18391 套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目前，供应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 6984套。 

    实施“人才+”服务质量行动。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全面设立人才驿站，推进人才服务标准化建设和“一窗式”办理。加强人才首

席服务官培训和队伍建设。举办“菁英悦书堂”系列人才交流活动，进一步整合优质服务资源，拓展“菁英人才卡”服务内容，优化人才

服务体验。 

    同时，罗湖区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确保个人所得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深化增值税改革和社保费及非税收入降费等

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加大“减税降费”各项政策宣讲力度，密切跟踪政策落地实施效果，让市场主体享受政策红利。 

    未来，罗湖区还将修订产业扶持资金政策，开展产业扶持资金绩效评价，研究政策落实效果，进一步完善产业扶持资金政策，增强政

策扶持针对性和有效性；上线运行政企服务平台，对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和精准服务，实现企业问题常态化收集、解决、反馈，为企业提供

政策梳理、政策发布、政策解读等“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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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少跑腿 罗湖营商环境获企业点赞！ 

业务办理一窗搞定，打通企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商环境是一个城区发展软实力的体现，也是城区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不久前，罗湖区正式

出台《罗湖区贯彻落实深圳市 20 19 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工作要点》，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打造让企业满意的服务，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市民办事便捷指数，打造国际化可持续发展先锋城区。 

    从即日起，罗湖社区家园报特推出系列报道，深入罗湖企业调研，倾听企业声音，了解企业需求，并走进罗湖区多个部门，深度了解

罗湖营商环境优化动态，助力罗湖区营商环境建设。 

    “请问一下，企业简易注销程序是怎样的？”“其实这个业务不需要来行政服务大厅办理的，网上直接就能办，我来帮助您操作”。“请

问一下，港航货运业务可以在这边办吗？”“请问您有预约吗？业务窗口在 35、36号窗，您可以去窗口附近休息等待。”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上演着。为了给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政务服务，罗湖区打通企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开通企

业直通车，实施“六个办”服务，建设“一体化”服务体系，让数据加速度奔跑，企业足不出户、手指轻轻一点，便能将业务办好。 

    乘搭企业直通车 

    享受绿色通道服务 

“每次来办理业务的时候，只要出示直通车服务卡，工作人员就会优先安排，让我们办理业务能够更加迅速，这个做法值得点赞。”

国任财产保险的李先生，常常前往罗湖行政服务大厅办理业务。每次来办业务，都让他心里觉得暖暖的。 

李先生所说的直通车服务卡，便是罗湖区重点企业直通车服务制度的专属证书。自去年 8月起，为进一步支持和促进企业扎根罗湖并

发展壮大，优化辖区营商环境，罗湖区推行重点企业直通车服务制度，为辖区重点企业开辟办事绿色通道，优化办事指南，提供便捷、高

效的政务服务。 

小小的一张卡，却是开启多项服务的钥匙。拥有直通车服务卡的企业，在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罗湖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出入境)办

事大厅、罗湖区税务局办事大厅、罗湖区社保分局办事大厅及各街道办事大厅享受绿色通道服务。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还设立重点企业“直

通车”优先服务窗口，抽调业务骨干人员专职负责，统一接件、受理、出件，转相关部门审批或多个部门串联审批，对直通车企业提出的 



  

  

 

 

 

 

 

 

 

 

 

 

 

 

 

 

 

 

 

 

 

 

 

 

 

 

 

 

 

 

 

 

 

 

 

 

服务需求和办理事项，在规定时限内应缩短办结时间，力争做到即时办理。 

    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祝宇莎为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例如企业办理业务，首先要在网上预约，一旦遇上急事想要当天办理，

往往预约不上，需要等待。但直通车企业可以直接来到行政服务大厅窗口现场取号，工作人员立刻安排优先办理，收件、受理、出件都在

一个窗口，协调多个部门及时审批，也会有专人负责跟进，办事时间相较于其他企业来说会更快。” 

    企业办理的业务常常涉及到多个部门，罗湖区还提供“组团服务”，成立专门的政府服务团队，各相关部门指定一名分管领导作为责任

人，专门负责协调处理本部门为直通车企业的服务工作，并指定专人为直通车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例如，在服务直通车企业重大项目建

设中，各部门要提前介入、超前服务、靠前指导，及时掌握项目进程，主动协助企业解决问题，实现无缝对接、全程跟踪。 

    “有了这样的政策，我们有个急事、要紧事，就能第一时间处理，简直是雪中送炭。正因为有这样的服务，有这样一流的营商环境，

我们愿意一直留在罗湖，扎根罗湖。”李先生说。 

    “六个办”服务贴心 

    七成多事项可实现“0”跑动 

    随着罗湖区政务服务改革加速，服务越来越便捷，尤其是开通“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就近办”“上门办”和“容缺办”。这“六

个办”服务后，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这样一组数据，印证了“六个办”实实在在的效果：目前全区 576项政务服务事项中，合法合规的简易事项即来即办，即办件 83项，

即办率 16%；其中行政许可事项 189项，即办件 45项，即办率 23 .6%，高出省、市要求行政许可事项即办率标准 13 .6 个百分点；罗湖政

务服务网发布的 576项服务事项中，已实现 100%最多跑一次，七成多事项可实现“0”跑动；543项业务可网上办理，占比 94%。 

同时，罗湖区在去年首批 68 项区内通办事项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梳理，发布第二批 62 项区内通办事项，区内通办事项共 130 项，市

民可以就近选择办事点，不用再多跑腿；针对重点企业或者年长居民、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罗湖区探索推出“设立服务专员，主动对接需

求，上门贴心服务”模式，提供指纹验证、材料收取、上门拍照等优质服务。 

主要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次要申报材料欠缺或有瑕疵，业务还能继续办理吗？在罗湖，答案是肯定的。罗湖区实

施“容缺办”政策，先予收件或受理，并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料、时限和超期处理办法，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承诺按时补充符合审批条件

的材料，审批部门先行做出审批决定，待申请人补齐材料后，在承诺时限内及时出具办理结果意见，颁发相关证照。 

  “容缺办”带来的便捷，永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工作人员卫先生深有感触。多亏了这一政策，公司避免了被保监会处罚的可能。“我 



 们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地址变更。主要材料都已经齐全，但偏偏已经得到许可的批复文件没有在总部盖章。公司的总部在西安，如果等这

一盖章一起提交，则还需要至少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拖慢速度不说，甚至还可能面临未及时变更信息而被处罚的风险。”他说。 

    针对这一情况，卫先生立刻和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反映。“工作人员和相关部门立刻沟通协调，开启‘容缺办’，允许我们先审批

候补材料，很快就把变更办好了。这件事让我觉得，在罗湖办事不仅方便，制度灵活且很人性化，要为政服务服竖起大拇指。” 

    一窗通办 

    为企业审批加速度 

    为了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横纵联动、无缝衔接”的政务服务体系，罗湖区有一串“141083”密码。即建立以区行政服务大

厅、4 个专业分厅、10个街道行政服务大厅和 83个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为支点的服务网络，全面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窗

口统一出件”的业务运行模式。 

    目前，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现有 35个综合受理窗口，36个后台审批岗，可办理 21个区直部门、5个驻区单位共计 725项业务(其中

区直部门 484项，驻区部门 241项)，可通过邮寄及现场领取等方式集中发放 446种证照。今年 6月，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承接市交通运

输局罗湖管理局港航货运 47 项业务，市医疗保障局罗湖分局异地医疗报销 6 项业务，其中医保业务于 6 月 20 日全面下放各街道行政服

务大厅，实行全区通办。 

    以“深圳 90”改革为契机，罗湖区发扬“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精神，继续压缩审批时限，全力推进投资项目审批速度。自

改革以来，罗湖区已累计提供“深圳 90”服务 1000 余次。同时，在全市率先出台《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方案设计确定办法(试行)》，确

定方案设计审定标准及程序，规范方案设计变更条件，明确方案设计各方职责，避免多单位参与下，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的情况发生。 

    每天，大厅咨询处工作人员郑树涛一天至少来回答上百名市民的提问。行政服务大厅所办理的业务，他几乎倒背如流。面对巨大的

工作量，他却并不觉得辛苦。“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以便民利企为中心。他们办事方便了，我的工作就有价值。”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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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口岸到新标杆 文锦渡口岸蝶变 

    目前，文锦渡口岸是以供港鲜活产品为特点的客、货运综合性公路口岸，是深港陆路重要通道之一。 

   罗湖区作为深圳最早的建成区，建设了多个连通香港的口岸。这其中，文锦渡口岸是改革开放前深圳仅有的两个陆路口岸之一，是最早对

外开放的客、货运综合性公路口岸。19 78年正式对外开放的它，已经度过了 40 岁生日。 

    但随着罗湖口岸和深圳站、港铁罗湖站相通，莲塘口岸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交通枢纽工程，文锦渡口岸如何提高竞争力，带来新发展，

也成了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今，这一问题有了答案。近日，“深圳口岸标杆创建文锦渡口岸试点工作”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文锦渡口岸正式

开始向着建设深圳标杆口岸的目标迈进。 

    未来的文锦渡口岸，将设置驻点医务室、设置自助办证及购物设备，公布查验工作职能执法和服务标准，制定免税店、运输企业、驻场商

铺及其他营业单位的特点服务标准，预计于 2020年 6月展示试点成果，向其他口岸推广应用，促进全市口岸环境和通关便利化整体提升。 

    高效监管，严守食品安全关 

    文锦渡口岸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对外开放，2010年，文锦渡口岸开始进行旅检场地改造。2013年，文锦渡口岸客运区域改造完成并

恢复运行。目前，文锦渡口岸是以供港鲜活产品为特点的客、货运综合性公路口岸，是深港陆路重要通道之一。 

    此次标杆创建试点工作是市口岸办于今年 5月印发《深圳口岸服务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方案》中提及的“十大行动”之一的“标杆

打造行动”的具体工作措施。此次深圳口岸标杆创建为什么选择了文锦渡口岸呢？得益于近年来口岸软硬件环境和整体服务水平不断提升，逐

步形成了推动口岸建设水平整体提升的一系列经验做法。 

具体而言，文锦渡口岸强化口岸进口食品安全监管，积极开展“供港蔬菜监管模式改革”，形成“统一申报、统一布控、统一查验、统一

处置”的高效监管模式。自 5 月 13 日实行该举措以来，共计监管供港蔬菜 6000 余批，5 万余吨，供港蔬菜口岸通关整体时长压缩近 50%。试

点推行“进口水果分层查验模式”，科学划分风险等级，精准设定查验组合比例，全程监控查验过程，进口水果查验效率整体提升近 40%。 

同时，对车道管理等 12项业务分工结构进行优化提高监管效能，对 31项重点业务的实操程序进行梳理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建立关警联合经

营、联合查缉、联合办案、联合宣传、联合督查“五个联合”打私共促机制，制定“国门利剑 2019”行动方案，结合关区实际适时开展专项

打击，始终保持打私高压态势。 

    

    预计明年 6月完成标杆试点 



 

数据显示，2019年 1月到 5月，文锦渡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 180余万吨，进出口货物货值 160余亿元人民币；监管进出境运输工具 60  

余万辆次；监管进出境旅客 170余万人次。 

    预计明年 6月完成标杆试点 

    标杆试点工作如何推进？记者了解到，文锦渡口岸将进一步完善安全防控体系、应急指挥体系、志愿服务体系、友好共建体系和宣传展示

体系，调动各方力量维护口岸日常通关安全和周边交通、疏导客流、提前防范口岸自然灾害或安全事故，播报通关服务信息、进行通关普法宣

传等。 

    在工作标准简历上，文锦渡口岸以硬件建设标准、软件建设标准、通关服务标准、管理维护标准和企业经营标准为主，将通过在文锦渡口

岸设计统一的口岸通用标识，设置驻点医务室、设置自助办证及购物设备，公布查验工作职能执法和服务标准，制定免税店、运输企业、驻场

商铺及其他营业单位的特点服务标准。 

    目前，市口岸办、文锦渡海关、文锦渡边检站、黄贝街道办、市口岸服务中心文锦渡口岸管理处等相关单位已组成深圳口岸标杆创建文锦

渡口岸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将以联席会议的形式，通报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协调解决日常工作遇到的相关问题。 

    明年 6月，一个崭新的文锦渡口岸将展示试点成果，更好地服务市民，同时将经验向其他口岸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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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赋能！解码罗湖新兴产业版图 

到 2020 年罗湖将开通 600个 5G基站，覆盖全区所有重点产业的楼宇 

    6月 21日，罗湖“双周发布”举办科技创新专场。 

    此次发布的主题为《5G赋能罗湖人工智能产业驶入快车道》。 

    提到 5G，很多人都不会陌生。6 月 6 日上午，工信部正式发放 5G 商用牌照，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 5G 时代。今年 5 月举办的 2019 深圳国

际友城智慧城市论坛上，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表示，深圳已成为中国第一个 5G独立组网的城市。 

    目前，深圳也正推动 5G在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工业互联网、云 VR/AR、超高清视频、智慧港务六大领域的融合应用，力求实现 5G网

络、技术、产品与应用的深度融合，以应用拉动产业发展。 

    罗湖作为率先进行 5G 产业发展的城区，究竟如何在 5G 赋能下，发挥城区优势，带来新的发展变化呢？6 月 21 日，罗湖“双周发布”举

办科技创新专场，罗湖区科技创新局局长石兴中携辖区内的 5家科技企业共同带来《5G赋能 罗湖人工智能产业驶入快车道》主题发布，解码

在 5G背景下，罗湖人工智能产业版图。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罗湖将在推动 5G产业发展上发挥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协议签订后，中国电信目前在罗湖有 153个 5G基站在同步

开工建设，预计在今年 9月开通，到 12月会开通 300个基站，到 2020年会开通 600个基站，覆盖全区所有重点产业的楼宇。 

    A 全国首个 5G 智慧工地落户罗湖 

    云计算、大数据与 5G 结合之后，都能成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土壤 

    早在 4月 30日，罗湖区政府与中国电信深圳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聚焦罗湖区“5G智慧城区”建设需求，在产业园区、重点区域 5G

信号覆盖，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形成全面合作，加速罗湖在 5G领域的布局，合作输出辐射大湾区、示范全国的“智慧罗湖”互联互通示范区。 

    5G 究竟是什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区分公司总经理赵福云抛出了这一问题。据他介绍，5G 是指第五代通信系统，比原来的

4G 是一个量级的提升。“5G 时代是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不仅是人在用手机，而是所有的传感器及所有的物件间连通，所以 5G 既是个演进也是

个变革，是全社会一个深刻的变革。”他说。 

    5G的业务特点有三个：低时延、大连接、大流量。5G端到端的时延只有 4G 的 1%，这使得自动驾驶、车物协同得以实现。带宽速率方面， 



 

5G带宽速率是 4G的 100倍，连接数每平方公里达到 100万，可以在 50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上流畅使用。此外，5G支持网络切片和边缘计算，

在部署上非常灵活。 

那么，5G的这些优势能够为产业带来什么？云计算、大数据与 5G结合之后，都能成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土壤。5G 低时延、大连接、大带宽

的特点，跟人工智能自动化结合起来后，原本不敢想象的自动驾驶、车物协同、工业自动化、远程诊疗及超高清的视频等等都可以通过自动化

手段实现了。 

    5G应用迅速在罗湖铺开。全国首个 5G智慧工地就在罗湖。过去，许多工地的安防、灾难预警方面存在困难。有了 5G，可以在工人的安全

帽上面集成高清摄像、定位和对讲功能，利用 5G的可移动性大带宽进行实时监控、智能调度、风险预警、事件回放。“这些工人以前由于专注

工作，受制于感官，不知道周边危险的到来。通过 5G的协助可以远程预警，让工人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赵福云说。 

    在赵福云看来，双方协议的签署对罗湖新兴产业带、口岸经济带、创新金融产业带进行 5G 网络超前布局，率先实现大湾区深港基础设施

的互通，意义非凡。协议签订之后，中国电信目前在罗湖有 153个 5G基站在同步开工建设，预计在 9月份开通。预计到 12月会开通 300个基

站，到 2020 年会开通 600个基站，覆盖全区所有重点产业的楼宇。“届时，5G的终端网络组会成熟起来，刚好进行配套部署。”赵福云说。 

    B 当 5G遇上人工智能 

    在智慧园区、智慧医疗、智慧安防、智慧物流等重点产业领域先行先试 

    有行人横穿马路，可以立刻发出指示，让附近的汽车自动减速停车；路上有水沟，可以马上告诉经过的车辆，规划出更安全的路线……这

便是理想中智慧道路的模样。它设置有无数的传感设备，并连接交通管控系统，拥有一流的计算能力，会思考。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便正在规划这样一套构建基于 5G技术的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整体解决方案。5G 像一座桥梁，把汽车和

交通这两条平行线连接到了一起。该方案将智慧路与智慧车结合在一起，道路的感知和计算能力可以给车赋能，车的位置、状态和感知信息可

以回馈给道路。未来的交通管控系统将可以为全对象提供服务，提供全时空感知的系统，人、车、路环境全要素得以协同。 

    目前，该中心已经面向罗湖开展了清水河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的前期规划。根据规划，示范区建设将分三个阶段：1 .0 阶段主要是面向

基础设施建设，在清水河片区的几条主要道路上部署了智慧路灯杆、车路行信号控制系统，在智慧路灯杆上提前预留了 5G微基站的安装接口；

2 .0阶段将会针对不同应用场景开展应用示范工作；3.0阶段主要是聚焦产业服务，提供配套建设。 

    像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这样，在 5G 与产业融合走在前面的罗湖企业还有很多。星火电子工程公司、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榕亨实业集团、中航华东光电等多家企业与中国电信罗湖区分公司签署“5G先行示范区和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区”的战略合作协议， 



 
在智慧园区、智慧医疗、智慧安防、智慧物流、无人机等重点产业领域先行先试，探索 5G技术应用推广，助力产业升级。 

在智慧医疗方面，易普森推出了应用 5G 技术的宫颈癌 AI辅助诊断系列产品：两台打印机大小的设备，就可以完成采样、染色、制片、卡

仓放置、预览、条码识别、电子显微镜自动扫描、AI 分析等步骤，最终从提供的样本得出宫颈癌初诊报告，并交由医生复核。该系列产品运

用领先的景深拓展技术，可以让每个细胞都呈现得很清晰。同时，产品拥有超高清度的海量细胞的标注，可以对 9类细胞 5类微生物进行识别，

识别精度达到 99%，特异性达到 80%。 

    C 无人机、工业机器人获得更大能量 

    行业方面探索基于 5G 技术应用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5G 与无人机相遇，也让行业赋予更大的能量。中航华东光电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光荣介绍，在 5G 无压缩的情况下可以传输 2 路 4K

的视频信号，而 4G 下只能传 1 路 360P 的视频信号，这是数十倍的提升。因此，5G 可以大大提高无人机产品在测绘、安防、电力巡检、V R

直播方面的效能。 

    测绘方面，5G 能够让无人机在测绘的同时实时生成高分辨率三维地域信息；在应急通信救援上，由于公司部分无人机产品高载荷达到 55

公斤，可以承载 5G 的移动基站“上天”，不受地面距离限制的影响；电力巡检方面，可以通过 5G 数据链，使无人机在看不见的情况仍然正常

工作。 

    工业机器人产业同样因为 5G的到来而发生改变。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巍巍表示，5G使得工业移动机器人相互

之间的等待时间减少了 30%以上，并让工业移动机器人智能系统成为可能，实现海量工业数据的采集，最终实现万物互联、数据上云。 

    “未来，我们探索基于 5G 技术应用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曾巍巍表示，目前公司已经在产业园搭建了第一批智能制造 5G 试点网络，现

在正在运营 5G跟工业机器人的联合测试，并计划建设 5G实验室，开展基于底层数据采集所需要的工业网关和传感器与 5G技术结合的研究。 

    D 战略性新兴产业“量”“质”双提升 

    新兴产业发展聚焦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两大重点领域 

    近年来，越来越多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布局在罗湖。罗湖科创局局长石兴中认为，目前罗湖产业发展越来越聚焦，新兴产业发展

聚焦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两大重点领域，形成“南金融商贸、北科技创新”错位发展格局。2018 年 7 月，大梧桐新兴产业带正式纳入深圳

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空间规划布局。 

    如今，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建设已经成为罗湖转型发展重大战略布局。该产业带西起银湖山，沿北环、泥岗路、布心路、辐射罗湖以北地区，

经罗沙路向东延伸至莲塘，包含清水河、东晓、东湖、莲塘四个街道。建成区约 12 平方公里，可建设产业用地约 4.5 平方公里。目前，产业

带一共聚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达到 440家，纳入监管服务的 98家重点企业 2018年实现营收超 200亿元。 



 

带一共聚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达到 440家，纳入监管服务的 98家重点企业 2018 年实现营收超 200亿元。 

    其中，清水河片区将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基地，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AI+)，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基地与特色小镇。依托银湖山

谷地带，规划建设试飞试验基础设施，挖掘小坑水库周边空间，引进重点实验室与研究机构，并改造红岗公园，打造科技主题公园。同时，依

托清水河多条道路修建，融入 5G商用、无人驾驶、多元信息采集、智慧交通等人工智能应用基础设施建设。 

    东晓布心片区着力建设生命健康产业基地，将聚焦生物医药、生命信息、精准医疗、健康服务，打造生命健康产业生态。罗湖依托比邻香

港的区位优势、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环境优势、民营医疗资源丰富等优势，推动生命健康产业基地建设。目前，星银医药、中联制药、易普森、

远东医疗、巨鼎医疗、汇松科技等一批生命健康龙头企业已集聚罗湖。 

    此外，莲塘片区则布局互联网产业聚集区，聚焦互联网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信息技术产业生态。该片区还将建设深港青年创新创

业基地。 

    “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已成为决定罗湖未来、引领老城区转型发展核心载体。”石兴中表示，根据产业规划，到 2020 年，初步建成东部高新

区，成为深圳国家高新区拓展区：产业带形成创新要素集聚、新兴产业为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新兴产业规模达 1300 亿元；初步建成人工智

能产业基地及各类专业园区 15 家，成为深圳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重要城区；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信息技术等产业形成聚集效应，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超过 500家。 

    数读 

    从 2015 年到 2018年，罗湖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从 200余家增加到近 500 家，产值从 300余亿元增加到 1000 余亿元；到 2018年底，

营收 10亿元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企业 23家，纳税 2000万元以上的有 39家。 

    罗湖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 2015 年的 120 家，增加到 2018 年 277 家；全社会研发投入支出 2015 年 为 2.1055 亿元、2016 年为 4.3657 亿

元、2017 年达到了 8.0935亿元，平均增幅 196%。三种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同比增长 84.7%、103.41%、115.92%。创新

载体共有 67个，比较 2015年增加 2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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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强垃圾分类措施出台 罗湖开启 3.0 模式 

对 2018 年已创建的 184个 2.0小区进行 3.0 版本的升级打造工作 

    在政策出台之前，罗湖区就已经开展垃圾分类相关工作，着力打造住宅小区垃圾分类开启 3 .0模式。 

    这几天，“垃圾分类”成为深圳的热门话题。不久前，深圳出台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垃圾分类进入了“集中设置分类投入点+定时督导”

模式，住宅区楼层撤桶，进行垃圾集中设置分类投放，每晚 7点至 9点督导。 

    政策一出，引发了市民强烈讨论。实际上，在政策出台之前，罗湖区就已经开展垃圾分类相关工作，着力打造住宅小区垃圾分类开启 3 .0

模式，将垃圾分类精细化；企业服务商上门服务，将分好类的垃圾进行处理，最终实现资源回收利用，让罗湖居民生活更干净。 

    住宅小区垃圾分类 

    开启 3 .0 模式 

    在罗湖今日家园小区，居民石女士每晚 8点钟，都会固定拿着分好类的垃圾下楼，到小区资源回收站按照类别进行垃圾投放。自从小区 3

月份楼层撤桶后，经过 3个月的磨合期，她已经适应了垃圾分类。 

    其实早在 2018年下半年，罗湖区根据《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全面推行住宅区垃圾分类 2 .0模式的通知》要求，对 184个楼层无桶小区

开展 2 .0 创建工作，将小区原有的其他垃圾桶点撤除并改造成生活垃圾集中分类投放点，投放点设置玻璃、金属、塑料、纸类、废电池、废

灯管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并配备照明设施。 

    同时，在社区党员、志愿者、老年人、物业管理等人员中组织发展力量担任督导员，每个集中投放点安排一名督导员在晚上 7点至 9点进

行现场督导，指导、引导、督促居民做好生活垃圾分类；三是每栋楼大堂、电梯或楼梯口张贴《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并装框固定；大

堂、电梯或楼梯口已设有电子显示屏或视频播放设备，定期播放生活垃圾分类宣传信息；根据督导员督导记录，在每个楼栋一楼大堂明显位置

张贴生活垃圾分类“光荣榜”，公示各楼栋住户参与情况。 

    2019 年上半年，罗湖区按照市局部署，对 2018 年已创建的 184 个 2.0 小区进行 3.0 版本的升级打造工作，即在 2 .0 模式的基础上，投

放点增设厨余垃圾桶、语音提示设备和洗手池，厨余垃圾桶只在晚上 7点至 9点有人督导的时间段摆放，以确保厨余垃圾收集的纯度。目前已

完成建设并通过市里验收的 3.0小区有 127个。 

 

    企业上门服务 



 

  

 

企业上门服务 

    实现资源回收利用 

    分类后的垃圾将如何处理、运往何处？记者从罗湖区环卫机运队了解到，罗湖区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分流收运处理体系，对废旧家具、年花

年桔、有害垃圾、废旧织物、玻金塑纸、绿化垃圾、餐厨垃圾、果蔬垃圾、厨余垃圾实行单独分流收运和处理，形成了从前端收集到末端处理

的全链条运作。 

    例如，废旧家具达到一定数量时，由小区物业管理处统一拨打 6家清运企业上门免费清运，运输到制定地点，由区城管局通过公开招标确

定的废旧家具处理企业———深圳市盘龙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前端破碎，末端再进行碳化处理。 

    年花年桔通过下发通知等方式公布年花年桔的回收企业名单及预约联系方式，通过年花年桔收运，倡导家庭实行自行回收利用。年花年桔

达到一定数量时，由各物业统一线上预约免费回收，由收运处理企业运输至指定的年花年桔处理场地，将一些完好的花盆、竹竿、铁丝和培植

土进行二次利用，对于枯死和生命周期短，无法再栽培的年花，回收后作为垃圾进行处理。2019年罗湖区共回收年花年桔和花盆约 1 7万盆，

总重量达 883 .1吨，其中回收可重复使用花盆约 8万盆，回收支架约 50万支，移植栽培花木 3680株。 

    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处理上，居民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投放到对应的专用收集容器，玻璃、废电池和废灯管累积到一定量后，由物业

统一拨打罗湖区环卫机运队收运单位电话回收，运输至区里设立的集中转运点，批量汇集后，分别交由末端处理企业进行处理。至于金属、塑

料和纸类，居民和物业可通过市场化原则进行资源化利用。目前日均收运玻璃 1 .2 吨，电池 0 .02吨，灯管 0 .03吨。 

而针对餐厨垃圾、果蔬垃圾、厨余垃圾，餐厨垃圾产生单位与罗湖区特许经营企业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合同》后，由该企业配备餐厨垃圾

收集容器，并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上门收运，运输至位于下坪填埋场内的餐厨垃圾处理场地处理。餐厨垃圾通过厌氧发酵工艺，产生沼气，

再将沼气通过资源化利用发电，并入供电系统使用，实现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果蔬垃圾和厨余垃圾与餐厨垃圾协同处理，处

理工艺相同。目前罗湖区日均收运处理餐厨垃圾 110 .85吨，果蔬垃圾 1.22吨，厨余垃圾 3.83吨。 

推进垃圾分类 

    公众教育蒲公英计划 

    近日，笋岗街道湖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邀请深圳市垃圾分类公众教育蒲公英计划的专业老师，向社区居民分享深圳市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让学生了解目前深圳市的垃圾分类大目标，再从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减少废源、科创变废等方面，多角度深入地介绍如何对垃圾进行前置处

理、分类回收、变废为宝等知识。 

     



 
这是罗湖区落实《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公众教育蒲公英计划的通知》文件精神的缩影。今年以来，罗湖区定

期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垃圾分类专业素质，至今，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共开展“微课堂”培训 37场。培训人员覆盖各街道的垃

圾分类专干、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公司管理人员以及垃圾分类社工、义工等。 

    结合市分类中心统一定制的垃圾分类宣传品，罗湖区印刷了大量海报、指引，利用电子显示屏播放垃圾分类公益短片，对居民开展绿色

低碳的宣传，引导形成减量分类意识。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罗湖区共印制并发放包括《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机关企事业单位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光盘行动系列宣传海报等相关宣传资料共计约 57000份，大力宣传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知识。 

    围绕垃圾分类重点工作，罗湖区开展以“党员志愿服务+垃圾分类”为特色的党建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充分调动广大党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保证垃圾分类工作按时有序推进。一是开展党员志愿者宣传模式。参与街道“资源回收日”活动，积极配合街道、小区

和第三方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二是开展党员志愿者督导服务模式。参与物业小区垃圾分类“四种督导模式”配合活动，与“社区党员、

志愿者、老年人、物业管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垃圾分类督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