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方便老年

人群体， 此次上

线的粤省事

App

还有关怀版。

通讯员供图

要闻

2022.5.14��星期六

INFORMATION TIMES

A02

统一刊号：

ＣＮ４４－００１４

邮发代号：

45-43

封面责编：张景云 封面美编/封面制图：方元 校对：段丁订报及投诉电话：

020-34030418

，

020-81911089

本版责编：韩漪 美编：方元 校对：段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5月13日，

粤省事App正式发布上线，广东省政府新闻

办举行了上线新闻发布会。此次粤省事App

创新推出“团体码”功能，可以自动汇总掌

握单位员工健康码、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

信息，极大地减轻了学校、企业、家长等日

常防控工作负担。

据介绍， 为了不断提升广东政务服务

效能， 根据今年数字政府改革建设重点部

署，粤省事在现有微信小程序架构基础上，

打造出App版本，并于昨日正式发布上线。

粤省事微信小程序已集成各级各部门

超过2400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实名注册

用户超过1.64亿人，日均访问量达到四五千

万，访问次数达到数亿次，成为全国用户最

多、服务集成度最高、活跃度最热的省级移

动政务服务平台。

粤省事App上线后，将与粤省事小程序

并行使用，通过服务渠道和能力优势互补，

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用户群体的需求。 在支

付场景上， 粤省事App不仅支持微信支付、

银联云闪付，还支持支付宝、数字人民币等

支付方式接入，为群众办事提供更多选择。

此外，通过粤省事App“粤省事码”这个

小工具，可实现扫码住店、乘车、疫情防控

查验， 包括政务大厅办事等群众日常生活

高频应用， 有效拓展未来办事的渠道和场

景。粤省事App自动同步微信小程序的用户

信息，在下载使用中不需要重新注册。

当前， 全省人社系统正推动以社保卡

为载体集成加载政务服务、社会保障、医疗

健康、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惠民

惠农补贴等各类民生服务。 将依托粤省事

App设立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专区，为

群众提供线上服务。 同时，将全面推动人社

服务进驻粤省事App。

在异地就医服务方面，实现“地域选择

一键办、备案对象一键办”。 如异地安置退

休、异地长期居住、常驻异地工作、异地转

诊、临时异地就医等五类人群，均能通过在

粤省事App分别实现跨省、省内跨市异地就

医备案一键办， 参保群众填写个人基本信

息，上传相应备案类型所需材料，即可快速

完成全流程申请。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以下

简称 《条例》

） 将于 6 月 1 日起施

行。 5 月 13 日，广州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在

数据应用场景方面，广州将进一步

推进提升市民就诊便利度等。

国内首部城市数字经济地

方性法规

为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

体系， 《条例》 提出， 鼓励与支

持人工智能、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等八大领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创

新发展。

在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方面，提出推进商业、金融、物流、

教育、医疗、文体服务等服务业数

字化新模式、新业态健康发展。 数

字基础设施方面， 提出加快交通、

能源、环保、地下市政等城市公共

设施的数字化转型。

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是面向

未来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以及推

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举，也

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条

例》第九章对城市治理数字化作了

规定。 明确建设数字化城市治理平

台，推动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建

设，建立完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

台和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 构

建政务服务新体系。 推行电子证

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等数字化

应用。 开拓数字时代城市治理新模

式。 建设一体化市场监督管理平

台、 数字化执法监督管理平台、行

政执法案件办理平台、政法跨部门

大数据办案平台、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处置系统。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是广州加强新兴领域立法的一项

重要成果，也是国内出台的首部城

市数字经济地方性法规。 ”市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委主任廖荣辉说，

《条例》的出台，将为广州市全面建

设数字经济引领型城市提供有力

的法治保障。

将推出更多应用场景方便

市民办事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

程师胡志刚介绍，目前该局已根据

《条例》 量化为 83 项重点工作，推

动优化 48 项重要制度和机制落实

（

含

2021

年印发

26

项

）， 建设 9 个

重点产业集聚区（

园区

）、17 项重点

平台，做好原有规范性文件的清理

和修订，下一步将加快制定《广州

市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局

长梁文谦介绍， 下一步将继续在

“用好”数据上下功夫。 一方面，研

究建立“政务版自然人数据空间”，

并在部分区试点政务服务领域应

用场景。 另一方面，探索医保数据

资产凭证应用， 市民可在门诊缴

费、住院押金等场景中，授权数据

需求单位调用本人的参保地点、参

保状态等数据，提升就诊便利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淑仪 通讯员 李海楠）

5 月 13 日，2022 年广东省暨广州市职业教育活

动周启动仪式在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

称“番职院”

）举行。 活动周将持续至 5 月 21 日，

其间，各大职业院校将围绕“技能：让生活更美

好”的主题，开展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宣传、云上

校园开放日、职业教育进社区服务等活动。

从 2015 年起， 每年 5 月的第二周定为职业

教育活动周。今年的活动周是新修订的职业教育

法正式施行后的第一个活动周。 因此，深入宣传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等职业教育方针政策及法

律法规成为此次活动周的重要内容。

启动环节后，与会嘉宾领导参观了广东省和

广州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展，并前往番职院珠宝

学院开展主题调研。 在制作工艺展示区域，花丝

镶嵌大师工作室主持人杨井兰讲解了花丝镶嵌

制作工艺，全国技术能手黄宇亨老师讲解了宝玉

石琢磨技能；在设计作品展区，全国轻工技术能

手窦艳老师讲解了珠宝设计作品。珠宝学院珠宝

玉石及首饰检测中心主任李坤介绍了珠宝玉石

及首饰检测中心的总体情况。

目前，广州市共有市属高职院校 8 所、市区

属中职学校 33 所、市区属技工院校 27 所，在校

学生共约 28 万人。 职业院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

均居全省首位。 2021 年，广州市以“优秀”等次成

功创建广东省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市。

粤省事App上线 创新推出“团体码”

加入“团体码”后可自动汇总个人健康码核酸检测等信息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学校、企

业、养老院等社会组织为及时掌握

管理对象的健康状态，通常要求每

日上报健康码、 核酸检测结果、疫

苗接种等最新的信息。粤省事 App

创新推出“团体码”功能，可以自动

汇总单位员工健康码、 核酸检测、

疫苗接种等信息，极大地减轻了学

校、企业、家长、员工和管理人员日

常防控工作负担。

据介绍，“团体码”依托省政务

大数据中心的赋能，后台关联个人

防疫最新信息。用户只需加入团体

码，一次认证后管理员就可随时查

看最新的健康码等信息。里面既有

群组的统计功能，又有团体码的码

面形象展示，用户再也不需要每天

多次上传各种截图。

此外，粤省事 App 开发出“一

键亮码”功能，在手机桌面直接长

按粤省事图标即可一键亮码和扫

码，提升了日常核验效率。 还有推

出核酸检测点“一键直达”功能，群

众可在线查询核酸检测机构信息，

直接启动导航服务找到最近的核

酸检测点。

为方便老年群体，粤省事 App

还有多个功能亮点，包括：一键转

换“关怀版”，便捷办理养老主题服

务， 一键拨打 12345 政府服务热

线，语音搜索升级支持 23 种方言，

等等。

“个人数字空间” 作为今年广

东省数字政府重点建设任务，这次

率先在粤省事 App 上线。 个人数

字空间首批包含 92 项常用证照和

31 项常用个人信息， 为个人数据

授权使用探索出一条更稳定、更方

便的落地实施路径。据介绍，过去，

群众授权政府部门或企业使用数

据，往往采用签书面协议、提供纸

质材料等传统方式。现在，“个人数

字空间”能够更方便实现“个人授

权、全程溯源”。 登录后，用户通过

出示粤省事码等形式，即可授权对

方使用自己的特定数据。

“个人数字空间” 有广泛的应

用场景。 例如，在银行办理个人信

贷业务， 个人可以在粤省事 App

授权银行通过后台接口查询个人

的信用数据，加快银行授信办理时

间（

该功能已经上线使用

）。 求职

时， 用户可通过 App 授权用人单

位核验、 使用自己的学历学位、技

能资格等数据，减少填报和提交的

证明资料，从而提升求职效率。 类

似的生活服务应用场景还有很多，

后续也会不断地进行开发。

《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6月1日起施行

加快城市公共设施数字化转型

2022 年广东省暨广州市

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功能亮点

有了“团体码”，不用每天多次上传各种截图

“个人数字空间” 包含个人信息和常用证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