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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有暴雨到大暴雨，
东到东北风3—4级
温度22℃~2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湛关宣）4
月14日，记者从湛江海关获悉，该关所属霞
山海关着力打造通关成本低、办事效率高、
服务质量优的口岸营商环境，使企业真正
感受到改革带来的获得感，帮助企业提升
市场竞争力，为我市临港重化工工业发展
增添动力。今年第一季度，该关办理船边
验放和区外监管共计44批次，涉及主要货
物为设备、大豆、木片等，共约221多万吨。

据了解，湛江海关所属霞山海关辖区
内的湛江港是宝钢湛江钢铁、中科炼化、晨
鸣纸业等大型企业物资设备、原材料进口
主通道。该关积极推进行政审批网上办
理，指导企业做好“单一窗口”申报，支持企
业线上查询船舶资料，方便企业开展业务
申报；以企业认证为核心，特别是针对企业
进口设备精密度极高，对生产、存放条件有
着特殊要求的情况，运用船边验放、区外监
管等监管模式，结合日常巡查和视频监控，
积极落实到厂监管，全面构建新型监管机
制；发放海关服务手册，宣传监管作业场所
规范化建设规定，支持企业用好用足海关
优惠政策。

4月14日下午，徐闻县和安镇后湖
行政村蓝田村渔民李国强夫妇带着在海
上遇险被救的孩子，来到和安卫生院看
望救命恩人——佳吉村渔民简营，李国
强感激地说：“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是
你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

海上突遇龙卷风袭击

4月13日，简营夫妇驾驶渔船一大
早出海捕鱼，临近中午1时多，他们即将
靠近村前海岸时，天空乌云密布，黑压压
的一片，海面上刮起了大风，电闪雷鸣，
顿时倾盆大雨。

风越刮越大，转眼间，海面上便刮起
了一股龙卷风。龙卷风忽左忽右，简营
的渔船被龙卷风狠狠地抓起来，在半空
中翻转了一个跟斗，然后摔在海里，夫妻
两人被翻转的渔船倒扣在船舱里。

在海边长大的简营水性很好，他急

忙憋了一口气，从船舱里利索地钻出来
浮出了水面。他拼命呼喊妻子但没有
回应，心想妻子一定还在船舱里，于是，
他又潜下水游到船舱里搜寻，在水底呛
了几口海水，终于摸到了妻子的头发。
他用力地把妻子甩出海面，妻子“哇”一
声哭叫出来，妻子得救了。

忍着剧痛二度潜水搜救小孩

此时，突然不远处有一个人呼喊：
“营哥，救命啊！营哥，救命！”原来呼救
的是蓝田村渔民李国强，他一大早也带
着妻子出海捕鱼，因为是星期六，孩子也
跟着出海。

简营安顿好妻子抓住翻船的一支钢
管，便马上循声游向呼救的李国强。

因为风大浪大，雷声阵阵，虽然遇险
呼救的渔船离简营不到20米，但是他却
花了20多分钟，才游到李国强的遇险渔
船旁。在危急关头，李国强不知所措，他
哭喊道：“营哥，我的孩子困在反扣的船
舱里，快点救他，要不就死了！”

简营意识到，小孩子与大人不同，一
慌张就会意识混乱，很容易出现生命危
险。简营用拳头大力地拍打反扣的渔船
船肚，大声地呼喊李国强儿子的名字：

“李侃，你在哪里？听到吗？”
此时此刻，风雨更大了，渔船渐渐

地沉了下去，船肚浮在海面的面积越来
越少，假如小孩在船舱里，很快就会缺
氧死亡。

简营不停地喊叫着，这时，船舱里面
传来微弱的哭声：“爸爸，快来救我！快
来救我！”李国强反扣的渔船在风雨中颠
簸着，慢慢地往海底下沉。

简营来不及多想，他深深地吸了一
口气，然后潜入水里，他的头被船杆狠狠
地撞了一下，痛得差点晕过去。

简营对李国强的船舱环境不熟悉，
如果把握不好，有可能连自己的性命
也搭进去。他来不及细想，赶紧在海里
摸探，坚持不住时才露出水面深吸一口
气，又一次潜下海里在船舱里搜寻。此
时，简营手臂、大腿被渔船上锋利的蚝壳
划破了几道口子，鲜血染红了海水，但他
全然不顾，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想
办法把孩子救上来。

简营强忍着剧痛，努力地辨别方位，
根据声音边潜边摸，声音渐渐大声了，他
知道孩子离自己不远了，终于他摸到了
孩子的脚。他在被困孩子反扣的船舱稍
息一下，然后用手捏住孩子的鼻子及嘴
巴，把孩子推出水面。

随后，简营不顾劳累，一鼓作气把李
国强的孩子及自己的妻子拖到岸边，终
于脱离险境，他自己也累瘫在沙滩上。

70年风雨兼程，70年沧桑巨变。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激发辉映新
时代的奋进力量，本报今年3月起陆
续推出党报记者进百家专栏“礼赞新
中国 奋进新湛江”，全方位、多角度
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市各个领域所
取得的成就，讲述伴随新中国成长起
来的几代湛江人的精彩故事，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

为广开言路，倾听湛江更多单
位、家庭或个人伴随新中国成长的故
事，本报特向全社会征集相关线索。
我们有版面,您有故事吗?欢迎各地
各部门及广大读者推荐（联系电话：
13828282800），届时本报将安排记
者进行采访，共同唱响“湛江好声音”。

湛江日报编辑部
2019年4月15日

▶今年第一季度，湛江海关办理船边
验放和区外监管共计44批次，支持企业
用好用足海关优惠政策。这是中科炼化设
备装卸现场。 湛江海关供图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到2020年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基本建立

过3万职位
“虚席以待”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
深圳举行

新华社深圳4月14日电（记者李晓
玲、王丰）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14日在深圳启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4000多家专业机构和组织、40000余
名海内外政府代表、专家学者、高端人才应
邀参展参会。

记者在深圳会展中心看到，7万多平
方米的 5个展馆近 2000 个展位人头攒
动，外籍人才招聘会、海归人才招聘会、

“精英天下”招聘会、“智聘百强”名企招聘
会、“智领未来”毕业生双选会等专场招聘
会吸引了不少全球精英，1500余家知名
企业在此“各显神通”，超过3万个职位

“虚席以待”。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自2001年创

办以来，已经发展成为集人才、技术、项
目、资金和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引才引智
重要平台。与往届相比，今年的大会聚焦
科技创新，国际化程度达到了历届之最。
大会特别设置了英国主宾国和分会场，采
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在英国举办
了系列专题活动，邀请了一批原创性、独
创性、引领性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和项目来
华创新创业。

英国代表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出席了
开幕式。他致辞说，我们都生活在地球村，
跨越国界的联系方式越来越多，我们鼓励
互相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支持人才的交流，
通过合作与协作，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
美好。

大会期间还举办了以“科技创新与
国际人才交流”为主题的论坛，关注科
技、关注人才、关注大湾区，聚焦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等科技前沿领域，寻求在新
形势下科技与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
之道，为打通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
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作出积极努力。

此外，项目管理国际论坛、寰球智库粤
港澳高峰论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峰论坛、
总裁创新峰会、日本管理技术研讨会等主
题论坛，也吸引了大批全球专业人才参加。

据新华社深圳4月14日电（记者李
晓玲、王丰）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才
创新创业的理想栖息地。2018年中国累
计发放外国人才工作许可证33.6万份，在
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经超过95万人。

这是科技部部长王志刚14日在第十
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介绍的。王
志刚表示，科技交流合作最重要的是人员
的交流合作，当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加渴求人才。近年来，中国通过更加
务实的人才引进政策，对外国人才来华签
证、居住，进一步放宽条件，简化程序，解决
引进人才的社会保障、户籍、子女教育等问
题，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是科技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
也是推动更广泛创新合作的贡献者、引领
者。据了解，近年来中国全方位加强国际
科技交流，努力构建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
创新共同体。目前，中国已经与160个国
家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署政府间合作
协议114项，人才交流协议346项，参加国
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过200个。

本报综合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提出，要加快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构建系统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中国特色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体系，为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美
丽中国提供基础支撑。

《意见》指出，要坚持保护优先、集约利
用，市场配置、政府监管，物权法定、平等保
护，依法改革、试点先行的基本原则，到
2020年，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
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基本建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保

护力度明显提升，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推动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提出主要任务：健全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体系。落实承包土地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开展经营权入
股、抵押。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
用权“三权分置”。加快推进建设用地地
上、地表和地下分别设立使用权，促进空
间合理开发利用。探索海域使用权立体
分层设权，加快完善海域使用权出让、转
让、抵押、出租、作价出资（入股）等权
能。构建无居民海岛产权体系，试点探索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转让、出租等权能。完
善水域滩涂养殖权利体系，依法明确权

能，允许流转和抵押。理顺水域滩涂养殖
的权利与海域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
取水权与地下水、地热水、矿泉水采矿权
的关系。

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推进相
关法律修改，明确国务院授权国务院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具体代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
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加
快研究制定统一的自然资源分类标准，建
立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制度，充分
利用现有相关自然资源调查成果，统一组
织实施全国自然资源调查，掌握重要自然
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权属、保护和开发
利用状况。

加快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结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经验，完善确权
登记办法和规则，推动确权登记法治化。
建立健全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提升公
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编制实施国
土空间规划，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
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建立
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管理规范和
技术标准，对国土空间实施统一管控，强化
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加强陆海统筹，
以海岸线为基础，统筹编制海岸带开发保
护规划，强化用途管制，除国家重大战略项
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

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集约开发利用。既
要通过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扩大竞争性出
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要

通过总量和强度控制，更好发挥政府管控
作用。

推动自然生态空间系统修复和合理补
偿。坚持政府管控与产权激励并举，增强
生态修复合力。编制实施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规划，建立健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
复和综合治理机制。坚持谁破坏、谁补偿
原则，建立健全依法建设占用各类自然生
态空间和压覆矿产的占用补偿制度，严格
占用条件，提高补偿标准。落实和完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由责任人承担修复
或赔偿责任。对责任人灭失的，遵循属地
管理原则，按照事权由各级政府组织开展
修复工作。按照谁修复、谁受益原则，通
过赋予一定期限的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
等产权安排，激励社会投资主体从事生态
保护修复。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监管体系。发挥人
大、行政、司法、审计和社会监督作用，创新
管理方式方法，形成监管合力，实现对自然
资源资产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全程动态有效
监管，加强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对国有自然
资源资产的监督，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按照要求定期向国务院报告国有自然资
源资产报告。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法律体系。全
面清理涉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法律
法规，对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保护的规定提出具体废止、修改
意见，按照立法程序推进修改。

湛江海关优化监管助力大型企业发展

首季办理船边验放和区外监管44批次

逾95万外国人
在中国境内工作

渔民简营临危不惧怒海救人

本报记者简陈明 通讯员简忠挺

徐闻和安海域突遭龙卷风袭击

传递正能量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湛江”
征集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