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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

天河区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刘文琴 ）

近日，天河区

紧抓政策红利释放、 新技术创

新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机

遇， 吸取先进地区政府数字化

转型经验，对标最高最好最优，

不断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

高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 助力营商环境出新

出彩，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一体化发展， 出台了《天河区

“数字政府” 建设总体规划

（2020-2022）》（

下称《规划》

）。

《规划》提出，以建设“数智

天河·整体政府”为目标，以完

善“三网一基一运行”为主线，

加快推动“便民惠企一网通办、

城区运行一网统管、 政务管理

一网协同、数字基础共享共用、

运行管理安全有序”，全面提升

大平台共享、大数据慧治、大系

统共治，实现审批更简、监管更

强、服务更优，将天河区建设成

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和“数字

政府”样板区，为全域高质量建

设发展提供支撑。

重点工程 1：政务服务提升工程

整合优化服务渠道， 推动移动办、就

近办、自助办；优化升级区行政审批管理

服务平台，优化统一网申，统一预约和综

合受理系统；提升基层政务服务大厅信息

化建设水平； 构建智慧政务服务新模式，

创新推出智能审批、智慧大厅、智能服务。

重点工程 2：营商环境企业服务提质工程

建设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实现涉企数

据全面整合；建立企业画像、事项图谱、营

商地图与产业网格，提供直观营商环境分

析视图；加强对全区经济运行监测，构建

经济发展趋势研判模型。

重点工程 3：区街综合指挥调度平台建设

工程

以区网格化平台为基础，建设贯通区

街社的“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共建共治共

享基层治理的区街综合指挥调度平台，对

接市“穗智管”平台；全面梳理指挥调度的

事件、主体、流程和手段，完善指挥调度机

制； 依托平台动态汇聚决策指挥数据；构

建感知可视化一张图。

重点工程 4：协同办公平台建设工程

建设全区统一、高效、移动的协同办

公平台； 打造党政系统 24 小时全天候的

沟通联络平台；升级改造电子公文处理系

统及新建区政务邮箱系统。

重点工程 5：信息化基础集约化工程

开展全区政务信息系统普查和整合

优化工作；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区“数字

政府”公共支撑建设中的应用；拓展电

子政务外网服务范围， 满足新增办事

点的网络服务需求； 加快推进区级政

务外网 IPv4/IPv6 的双栈部署工作；拓

展政务云应用， 业务系统全面实行统一

云部署。

重点工程 6：政务大数据平台建设工程

建设集政务大数据汇聚、处理、管理、

分析和服务能力于一体的区政务大数据

平台；

加强政务数据资源采集汇聚，建设政

务数据资源库； 完善数据共享交换机制，

升级改造完成高并发、高中转、低时延的

区政务数据共享平台，促进部门间数据的

互联互通；

开展数据治理，提升区级政务数据质

量； 探索区块链在政务数据共享中的利

用；推进政务数据资源开放利用。

重点工程 7：公共支撑能力提升工程

依托省市一体化公共支撑平台，为各

部门、各街道业务应用提供统一身份认证

服务、可信电子证照服务、统一公共支付

服务、统一公共信用服务、时空信息云服

务、“四标四实”服务和统一视频云服务等

通用服务能力。

重点工程 8：统一运行管理工程

统筹管理，全区统一管理电子政务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数字政府” 服

务体系、政务业务应用、政务数据资源

和政务安全保障， 全区统筹区级部门

业务应用系统建设和管理；规范运营，

统一运维管理机制，对全区政务信息化

运维进行统筹管控；共建共享，引导带动

优秀骨干企业共同参与“数字政府”创新

应用建设。

广州推出“穗岁康”商业补充健康保险

每天不到 5毛钱 安心保障一整年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为实现

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补充健康保险无

缝衔接，有效提升医疗保障水平，优化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功能， 减轻参保人

员的医疗费用负担，按照“政府指导、

商业运作，人群普惠、自愿参保，待遇

多层、衔接医保”的原则，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开展广州市“穗岁康”商业补

充健康保险试点。

政府指导：

广州市民专属的普惠

型商业补充健康保险， 专门针对广州

医保参保人定制开发，由政府部门（

广

州医保局）

统一保费标准、待遇标准和

保障范围。

超高性价比

：“穗岁康”充分体现了

政府惠民工程的特质，保障额度高

（

230

万保额）

,保费十分低廉，年度保费标准

仅为 180 元/人，老少同价，每天不用五

毛钱，安心保障一整年。

保障全面：

重点保大病医疗、自费

医疗费用，涵盖门急诊、门特、住院、癌

症筛查等多项保障。

无参保门槛：

无投保年龄限制、无

既往病症限制、 无需等待期、 无需体

检， 唯一的要求就是投保人必须为广

州医保参保人。

医保卡支付

：“穗岁康”还打通了医

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通道， 广州职工

医保参保人只要通过验证，即可使用其

本人的医保个账余额，为自己以及同为

广州医保参保人的直系亲属缴纳“穗岁

康”保费， 轻松实现家庭投保。

便捷理赔

：“一站式结算”， 在广州

全市各家医保定点医院中，“穗岁康”参

保人出院结算费用时，符合赔付条件的

将直接由医保系统实时结算，参保人直

接享受“穗岁康”赔付待遇，无需收集资

料再向承保公司申请理赔。

创业导师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园区开班

心理咨询上门服务

开放预约啦！

八大重点工程抢先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

讯员 陈媛）

为促进基层工会会员身

心健康，帮助会员疏导心理压力，天

河科技园宏太智慧谷工会职工服务

站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期间，为天河科技园总工会

管辖范围内且已缴费的基层工会提

供心理咨询送上门服务活动。

记者了解到， 上门服务活动采

取预约制，各基层工会预约成功后，

由科技园总工会指派专业的心理咨

询师按预约时间上门提供服务。 各

基层工会可预约周一至周五工作日

上午/下午

（节假日除外）

，时间为半

天，名额限 10 个，每个基层工会原

则申请 1 次， 每次咨询人数限 3-4

人，每人咨询时限为 1 小时。

促进基层工会会员身心健康一

直是天河科技园总工会重点工作之

一。 近日， 由天河科技园总工会主

办的 《情绪与压力应对》 心理讲座

在二楼路演大厅圆满举行， 讲座特

邀广东省心理健康协会社会心理服

务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袁荣亲老

师， 通过讲授、 体验的形式， 帮助

参与职工识别和接纳自我积极、 消

极情绪， 学习不良情绪与压力的应

对方法， 树立积极心态， 本次讲座

广获参与职工好评及认可。 接下

来， 天河科技园总工会将致力于搭

建平台、 做优服务， 持续推出更加

丰富多样的活动。

服务预约 、 咨询热线 ： 陈小姐 ，

87071123

，

18922380200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

员 殷悦）

为有效提升我省创业导师服

务水平，精准提升解决创业团队和企

业创业问题的能力，推动全省双创事

业高质量发展。 11 月 24 日，在广东

省科技厅指导下，由广东省科技企业

孵化器协会主办，广州金发科技孵化

器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一期广东省创

业导师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园区

顺利开班。

本次课程体系设置，强调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并以实践为主。 从宏观

政策到具体实践，邀请到了省内从事

孵化载体管理与研究以及具有实际

创业辅导经验的行业“大咖”，帮助创

业导师掌握市场定位、 财务分析、商

业策划等多项创业辅导工具的应用

技能。

广东省创业导

师综合能力提升培

训班 （第一期 ）开

班。 通讯员供图

“岁末福利终极剧透”

从现在玩到明年！

“穗岁康”

投保二维码。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

天河万科广场新年蒸汽神，陪

你玩到 2021！辞旧迎新之际，天

河万科广场年末特别策划：

蒸汽复古市集

浪漫飘雪音乐夜

蒸蒸日上跨年大爬梯

新年蒸舞门街舞盛宴

12 月 24 日起，各种好玩有

趣活动陆续涌来！ 嘿， 就差你

了，快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