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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

本报讯（记者林宇云）按照全国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统一部署，5月14
日至17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下沉
湛江开展“回头看”。在5月14日下午召开
的工作汇报会上，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
组湛江组组长刘文传达了中央扫黑除恶督
导“回头看”总体要求和本次“回头看”有关
安排。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扫
黑除恶专项领导小组组长郑人豪汇报了全
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要工作情
况，并作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常务副
组长林惜文主持会议。

刘文指出，中央对第一轮督导的省市
开展“回头看”，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高
度重视和一抓到底的决心。此次“回头看”
主要是紧盯重点地区、重点案件、重点问
题，推进问题整改落实，建立健全长效工作
机制，不断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胜

利。去年接受中央督导以来，湛江市委、市
政府敢于直面问题、敢于重拳出击、敢于乘
胜追击，推进问题整改落实富有成效，啃下
了长期以来难以啃下的“硬骨头”。希望湛
江市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咬定三年目标不放松，巩固拓展

专项斗争成果。坚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
防止产生“过关”思想；坚持掀起强大攻势，
坚决防止工作时紧时松；坚持聚焦群众痛
点，坚决防止斗争效果打折扣；坚持突出标
本兼治，坚决防止黑恶势力反弹回潮；坚持
夯实基层基础，坚决防止第一防线失守。

要进一步抓住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机
遇，创造更加良好的治安环境、营商环境，
助力湛江加快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
发展极。

郑人豪表示，去年以来，我市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
委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有
力措施全面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全市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明显提升。特别是，我市紧紧围绕
中央督导组反馈的问题，扎实开展整改落
实，取得了阶段性良好成效。下一步，我市
将以这次中央督导“回头看”为契机，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以及省委的决策部署，咬定
三年目标不放松，保持强大攻势，强化党建
引领，突出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点攻坚、
逐个击破，以更精准有力措施深入推进专
项斗争，确保取得更大成效，为湛江加快振
兴发展、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
社会治安环境。

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公安局、
市农业农村局分别汇报工作。

市领导陈云、关勋强、曹永中、梁培、黄
勇武，市法检两长等参加会议。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下沉湛江开展“回头看”

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
巩固拓展专项斗争成果

本报讯 （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许志
聪）为进一步推进我市港口建设规划工
作，5月14日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许顺率队到徐闻海安新港、徐闻港南
山作业区客货滚装码头工程项目开展专
题视察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科学规
划港口，与海南发展相向而行，助推湛江
经济社会发展。

据了解，目前琼州海峡北岸已有海
安港、海安新港、粤海铁路北港三个港
口。为适应粤琼两省经济发展，匹配海
口新海港区至海安航线的规划建设需
要，根据省委省政府和湛江市委和市政

府的要求，徐闻港项目正按计划开展建
设工作，预计将于 2019 年 12月开港运
营。根据政府规划，徐闻的客滚码头、
货运码头的规划建设将相应作出调整，
同时确保高铁与地方港口建设进一步
深度融合。

座谈会上，海安新港负责人汇报了港
口建设的总体规划情况及工作开展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与会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针对客滚码头、货运码头及高铁项目建
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与讨论。

许顺说，港口建设与湛江振兴息息
相关，港口建设规划对城市发展意义重

大。推进港口建设发展，要重点做好以
下工作。一是抓紧制定港口规划，与海
南发展相向而行。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指示精神，把握
好国家支持海南自贸区发展的机遇，抓
紧制定徐闻港口建设规划，加快徐闻高
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主动对
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推进琼州
海峡经济带建设。二是强化协调，明确
各港功能。要深入研究海安港、海安新
港、粤海铁路北港和正在建设的徐闻港
的位置特性，明确各港区的功能定位和
发展方向，突出各港口发展重点，促进各

港口协调发展。三是加快配套设施建
设，实现快速高效发展。要加强确保琼
州海峡海上运输消防安全救助力量，统
筹考虑疏港和物流等问题，保护好深水
岸线资源，进一步提升徐闻对接、服务海
南自贸区水平，为我市加快建设省域副
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
发展极贡献力量。

市政协副主席黄杰主持座谈会，秘
书长戚兆蓓，广东省琼州海峡轮渡运输
管理办公室和湛江市海事局、自然资源
局、交通运输局、湛江港集团等部门和徐
闻县主要领导参加调研。

许顺率队到徐闻开展专题调研

科学规划港口建设 助推湛江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成
靖昌）5月13日，在广东玉湛高速项目

鸡笼塘大桥，随着最后一榀箱梁稳稳
落下，鸡笼塘大桥箱梁架设全部完成
（如图，通讯员 成靖昌 摄）。

据了解，鸡笼塘大桥位于廉江市
新民镇鸡笼塘村，全长805.6米，设计
桥梁桥面宽度26米，设计时速为120
公里，该桥一共256榀梁。

在施工过程中，三工区立足现场
实际，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克服了雨
季时间长、天气炎热、地质复杂等诸
多不利因素，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
鸡笼塘大桥箱梁的顺利完成，为后续
的桥面系及路基填筑施工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玉湛高速鸡笼塘大桥箱梁全部架设完成

本报讯 （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梁利
灵）5月14日下午，湛江市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成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是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退役军人服务体系的建设，对标
中央和省的总体要求，推进全市服务保
障体系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在机
构、编制、人员、经费和保障等方面给予
了有力支持，为我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工作开创新局面、实现新作为奠定了坚
实基础。

湛江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要承担
退役军人政策宣传和信息管理、荣誉激
励、党建工作、就业创业指导、权益咨询、
信访接待、走访慰问、帮扶援助等事务性
工作，是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搭建起广大退役军人的政策咨
询窗口、感情联络纽带、信息沟通渠道、帮
扶援助平台。该中心的成立，对于加强我
市退役军人工作力量，进一步提升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水平，解决退役军人政策落实
和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问题，为全市退
役军人提供更加专业、精细、优质服务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湛江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建设的工作部署，各县（市、区）、乡镇（街
道）、村（社区）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也将于近期陆续挂牌成立，从而形成全市
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正式挂牌成立

记者进班组走工地
火热湛江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钟婷婷）第
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简称“深圳文博会”）将于5月16日至
20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5月14日，记
者从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获悉，湛江展
团8家文化旅游企业和单位将在文博会上
集中展示我市文化和旅游产业。这是我市
连续10届成功组团参加深圳文博会。

本届文博会湛江展馆以“加快文旅融
合，促进产业发展”为主题，位于1号综合
馆1P106展位，展位面积179平方米。湛
江展馆设置湛江文化旅游产业宣传简介和
湛江文化旅游企业创新成果展区两个展示
区域，通过实物、视频、图片、宣传册等多种
形式，展出湛江非遗文化产业资源、文化旅
游创意产品、文化旅游工艺美术品等，综合
展示湛江特色文化旅游产业资源，全方位
择优展示我市优秀文化旅游企业发展创新
成果。

我市遴选了全市8家优秀文化旅游企
业和单位参展，包括湛江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湛江市工艺美术协会、湛江市
特殊教育学校等。届时，我市非遗文创产
品、手作、贝壳画、铅笔画、湛江根艺、手工
烟斗、漆画、漆器、扎染、竹刻牌匾、版刻艺
术以及月饼制作工艺等代表性项目将亮相
文博会。

值得一提的是，由湛江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推荐的非遗文创产品是首次
参加文博会。本次参展的展品是2018年
首届湛江市非遗文创设计大赛的获奖及优
秀作品的成果转化，对非遗进行全新的诠
释，让发生于湛江大地的宝贵技艺，以新的
面貌融入生活，将给观众带来惊喜。

据了解，深圳文博会被誉为“中国文化
产业第一展”。今年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
积10.5万平方米。在9个展馆中，2号文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馆、5号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产业馆为新设的展馆。

湛江展团将亮相
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王卓
伦、盖博铭）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1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出
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
及嘉宾。

王沪宁出席。
初夏的北京，生机盎然。晚上的人民大

会堂，灯光璀璨。伴随着欢快的迎宾曲，习

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一同步入金色大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热烈欢迎来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的各位嘉宾。习近平强调，举办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就是顺应亚洲合作发展大势和各国
人民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期待，为不同文明共
同发展搭建一个交流互鉴的平台。

习近平指出，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历

史的发展、社会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
不开文明的滋养和引领。亚洲是人类文明
重要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亚洲多
姿多彩的文明交相辉映，为人类保存着最
久远的文明记忆和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
今天，亚洲不同文明在开放中交流、在包容
中互生、在创新中发展，亚洲文明之花正在
世界舞台上绚烂绽放。

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不
间断的历史传承中兼容并蓄、创新升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坚持保
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外文
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
贡献。

习近平说，明天，我们将举行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共赏多元文化之美、共谋文明交

流互鉴之道。让我们以本次大会为起点，
同心同德，携手共进，让各国文明在交流互
鉴中熠熠生辉。

宴会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进行。宾主
亲切交谈，共叙文明交流佳话，共祝世界和
平繁荣。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黄坤明、蔡
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及嘉宾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5月14日，副市
长黄明忠率队到雷州调研饮用水水源地整
治工作，要求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合力推
进饮用水水源地整治，按时间节点按时保
质完成整治任务，确保如期通过检查验
收。市政协副主席沈耀一同调研。

据悉，雷州市共有4个县级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环境问题，分别是1个生活面源
污染问题，涉及7条村庄需要建设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3个交通穿越问题，涉及4个
交通穿越点，其中1个交通穿越问题包含2
个交通穿越点。

当天，黄明忠、沈耀一行来到安榄大
桥，现场调研督导南渡河饮用水水源地二
级保护区383省道安榄大桥穿越问题整治
情况，听取雷州相关方面汇报。随后，前
往白沙镇桥东村，现场督导该村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情况。下一步，雷州将加快推进
7条村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实现雨污分
流，并主动对接相关单位制定交通穿越问
题整治方案，加快推进问题整改。

黄明忠说，雷州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增
强推进饮用水水源地整治责任感和紧迫
感，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沟通协调，合力推
进饮用水水源地整治，按时间节点按时保
质完成整治任务，确保如期通过国家有关
部门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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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推进饮用水
水源地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