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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庞明
浩）6月12日，湛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机关党委组织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专
题学习，进一步交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及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推
动学习贯彻活动往实里走、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任邓振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学习好、研究好、宣传
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是人
大同志的首要任务和看家本领，也是做
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接下
来，各级人大要结合工作实际，学好看
家本领。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必
然选择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中共广
东省委关于加强新时代人大工作的意
见》的主要内容，不断推动人大工作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

邓振新要求，要悟透会议精神。《中
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新时代人大工作的
意见》是新时代广东人大工作的纲领性

文件，各级人大要学清、弄懂、悟透，在工
作中要主动找差距，自觉补短板，真正落
实会议要求。邓振新强调，进一步深化
学习和认识，要做到“知信行”统一，遵循

“知、信、行”的价值逻辑和实践要求，始
终做到知之深、信之笃、行之实。通过学
习，树立坚定政治信念，树立强烈的行动
意识，不断锤炼行动的技能；要以实干的

作风，把工作干实的方法，切实把学习成
效转化为工作实效。

学习会上，何鑫、郑德胜、刘忠芳、
伍文兴、朱华雄等党组学习中心组成员
结合工作实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和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学习
发言。

始终做到知之深信之笃行之实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机关党委）认真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苏若
扬）6月10日上午，湛江市城市规划委员
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举行，会议审议通过
了《湛江市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专项规
划》（以下简称“双修规划”）。

会议认为，双修规划成果是在详细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湛江市生态环境
及城市建设基础条件与存在问题的分析，
并综合梳理及评估相关规划的编制和实
施情况，结合湛江市本地特色，编制生态
修复及城市修补规划方案，（转封2）

本报讯 （记者林宇云 通讯员李学
成）6月12日，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陈
奕威率省督导考核组到湛江，对我市开展
职业年金实账积累、推进工伤保险基金省
级统筹改革督导和对2018年企业养老保
险省级统筹、促进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工
作情况进行督导考核。

在12日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省督导
考核组听取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
光祥对相关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就存在问
题和困难等进行座谈交流、督导。

从去年开始，我市启动职业年金征收工
作，截至今年4月，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在职缴费人数达12.89万人（不含中央省
驻湛单位），从本月开始我市各统筹区全部
实行实账积累，与养老保险费同步征收，各
项工作已按计划展开推进；推进工伤保险基
金省级统筹改革方面，截至今年4月，全市参
加工伤保险47.8万人，完成任务102％；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落实方面，截
至2018年12月底，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在职
参保人数达81.85万人（包中断缴费人数），
全市近31万企业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取待
遇；落实促进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工作方
面，我市强化政策扶持力度，制定出台“促进
就业十九条”等文件。2018年，全市就业创
业专项资金支出5238万元，政策惠及2万
人，落实稳岗补贴770万元，受惠企业49家；
落实小微企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减税3.75
亿元。2018年，城镇新增就业7.9万人，失
业人员再就业3.6万人，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016人，均超额完成任务。

陈奕威对我市各项工作给予肯定，认为
湛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养老保
险、促进就业等几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他
要求，下一步湛江要全力以赴做好促进就业
工作，用好用足省里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人员技
能和素质，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把就业这
个最大的民生抓紧抓好。要克服困难，千方
百计大力推进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工作，
加快推动职业年金实账积累工作落实，确保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各项任务落
实到位，标本兼治坚决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

在湛期间，省督导考核组一行还深入
中科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工地、宝钢湛江
钢铁公司调研。

省督导考核组莅湛督导考核
职业年金、养老保险、促进就业
等工作

全力以赴促就业
千方百计抓民生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赖志
贤）6月12日上午，在第十个“6·30广
东扶贫济困日”来临之际，市工商联（总
商会）召开6·30扶贫济困民营企业座
谈会，动员广大民营企业家奉献爱心，
回报社会，共建幸福湛江。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钟力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我市广大民营企业家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的重要
作用，为湛江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大批具有

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群体，
为加快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脱贫
致富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希
望广大民营企业家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识开展“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的
重要意义；民营企业家要积极回报社
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中增
强荣誉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决战脱贫攻坚、

助力乡村振兴；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再
现新时代风采，为湛江的脱贫攻坚事
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会上对今年6·30扶贫济困活动进
行了动员部署，号召全市民营企业家积
极发扬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慈善精
神，一如既往参与到湛江“广东扶贫济
困日”活动中来，助力我市全面完成
2019年年底95％以上相对贫困人口达
到脱贫标准，90％以上相对贫困村达到
出列标准的目标任务。

市工商联召开6·30扶贫济困民营企业座谈会

奉献爱心回报社会 共建幸福湛江
《湛江市生态修复和
城市修补专项规划》
通过规委会审议

本报讯（记者路玉萍 通讯员王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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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改革开放
中推进湛江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6月
2日至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郑人豪率湛江代表团赴德国、瑞士、埃及三
国，开展系列商务考察和项目洽谈活动。

当地时间6月3日，湛江代表团前往中
国驻德国大使馆拜访，与经商处公使衔参
赞王卫东会谈，恳请大使馆为双方深入合
作把脉支招。王卫东表示，大使馆将持续关
注湛江与德国重点合作项目，支持湛江和
德国拓展合作领域。

代表团还拜访了代表德国360万家企
业的工商大会，与该会主席、欧绿保集团董
事长史伟哲交流。郑人豪表示，此行专程拜
访德国工商大会，旨在推动湛江与德国产
业合作上新台阶。湛江要学习德国环保企
业在垃圾分类处理和再生资源管理方面的
先进经验和技术。史伟哲表示，德国工商大
会会向会员宣传推介湛江，推动德国企业
在湛投资。

当地时间6月4日，在路德维希港，湛
江代表团实地考察巴斯夫一体化基地，并

与该集团高层管理团队进行洽谈。巴斯夫
欧洲公司执行董事会成员迈克尔·海因茨
博士代表董事会表示，巴斯夫将为项目按
计划顺利推动做好各项工作。郑人豪表示，
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德合作
的标杆性项目之一，中德两国领导人及广
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关注巴斯夫湛江
新型一体化项目，湛江市委、市政府将继续
为项目落地做好服务，确保项目按照时间
节点顺利推进。希望巴斯夫能把最先进的

技术、最优化的工艺流程、最高标准的环保
措施带到湛江，参与东海岛石化园区安全
管理规划，与湛江共同打造世界级领先的
石化园区。在座谈交流中，双方就巴斯夫湛
江一体化项目在安全、健康、环保（EHS）管
理模式以及社区委员沟通（CAP）管理模式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当地时间6月5日至8日，代表团在瑞
士实地考察了博瑞达公司，为湛江发展高
端制造业学习先进经验。在苏黎世，湛江代

表团与瑞士欧亚集团CEO、欧亚时报社社
长朱爱莲女士会谈。朱爱莲表示，愿组织有
实力、有投资意愿的欧洲企业家考察团访
湛，推动欧洲主题公园以及医药类项目到
湛江投资。代表团还与瑞士华商会座谈，湛
江市贸促会与瑞士华商会签订框架合作协
议；实地考察位于阿尔邦的农畜牧一体化
家庭农场，学习其在生态养殖、机械化及农
场管理方面的先进做法。

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郑人豪一行前

往埃及国家渔业产业园考察。埃及国家渔
业养殖公司（NCFA）Ghalioun基地负责人
Yasser少将会谈时说，项目二期将继续与
恒兴集团合作，希望能拓展与湛江更多领
域的合作。郑人豪表示，湛江代表团此行主
要目的就是进一步深化湛江与埃及合作，
像水产业行业一样，输出湛江行业技术和
管理水平。恒兴在埃及项目代表的是湛江
水产行业技术和管理水平，该项目是中国
水产企业首次实现“中国技术/标准输出＋
设备出口＋工程承建＋管理咨询”的整体
输出模式，是恒兴从产品输出到技术及标
准输出的历史性跨越。

在埃及期间，代表团与埃及国家渔业
养殖公司（NCFA）高层管理团队会谈，双
方就扩大在深水网箱养殖等水产养殖方
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代表团还拜访了埃
及投资及自由区总局并进行了高规格的
会谈，该总局负责人穆赫辛·阿德尔主席
表示埃及相关部门会全力为湛江企业做
好各项投资服务工作。为拓展与埃及合作
平台，湛江市贸促会与中阿经济文化联合
会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推动湛江与埃及合
作领域不断深化。

推动多领域合作交流
促进湛江高水平开放

郑人豪率团出访德国瑞士埃及开展系列经贸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有凤）为发挥市级
河长带头作用，压实各级河长管河护河责
任，全面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五清”专
项工作落实，6月1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
市长姜建军到吴川调研督导河长制及河
湖“清四乱”工作，要求加快推进河长制工
作，排查整治河湖“四乱”问题。

姜建军首先前往吴川市黄坡镇大岸
桥，察看塘 河大岸水闸河段“五清”情
况，了解吴川河道清理工程进展。姜建军
表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搞
好了，乡村的魅力才能凸显，才能实现乡
村振兴。大力落实河长制工作和河湖“清
四乱”工作，需要从源头抓起，逐步清除
河湖脏乱差，实现治标又治本；要善于学
习借鉴其他城市先进治水经验，根据本
地实际做好水污染治理；可邀请国内知
名专家来为我市各级相关工作人员进行
培训，积极创新环境治理新手段，结合本
地实际，以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用生态

治理的方式来治水，重建生态平衡；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需要久久为功，下定决
心，主动作为，树立系统治理的思路，做
到高起点规划、长效治理。

姜建军来到吴阳拦河坝工程施工现
场，察看拦河坝重建工程及防汛备汛工作
情况。吴阳拦河坝重建工程于2018年初开
工建设，目前已进入基础处理、水下部分施

工及交通桥预制梁制作，累计完成投资
8703万元。姜建军表示，吴阳拦河坝重建
工程承担着吴川市约5.2万亩农田灌溉和
52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任务，要把该工程
项目作为百年大计来建设，在加快建设进
度的同时，确保质量第一。

在吴川市海滨街道官衙村，姜建军
与镇村干部和村民深入交流，详细了解

河湖“清四乱”工作情况。姜建军表示，
搞好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
把水环境治理好了，家园才会得到更好
的发展，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发展才能得
到有效推动；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河
长制，把各项要求落实到位，建立长效
机制，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环境治理的
成果。

压实河长管河护河责任
加快“清四乱”“五清”工作

姜建军到吴川调研督导河长制及河湖“清四乱”工作

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12日电（记者关
建武 黄尹甲子）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乘
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开始对吉尔吉斯共和
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当地时间晚7时40分许，习近平乘坐
的专机抵达玛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步出
舱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在舷
梯旁热情迎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献上
鲜花和面包、蜂蜜，表达对尊贵客人的欢

迎。吉尔吉斯斯坦礼兵沿红地毯两侧列
队，行注目礼。

两国元首亲切交谈。习近平感谢热恩
别科夫亲赴机场迎接，向友好的吉尔吉斯
斯坦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
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两国山水相
连，人民世代比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
将我们紧密连接在一起。当前，中吉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已成为真正的

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访问期间，我将
同热恩别科夫总统就深化中吉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各领域
互利合作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
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中吉关系未来发
展描绘新蓝图。相信这次访问将巩固中
吉传统友好，推动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比什凯克峰会对上海合
作组织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吉尔吉斯

斯坦作为轮值主席国，为筹备这次峰会做
了大量工作。相信在各成员国共同努力
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上
海合作组织实现新发展。

热恩别科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
访，表示我对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期待已
久。吉方感谢中方对吉尔吉斯斯坦举办上
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的大力支持。吉
尔吉斯斯坦同中国的新疆比邻而居，对包
括新疆在内中国的迅猛发展深表赞叹，对

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取得的成就深感钦佩。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陪同
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杜德文也到
机场迎接。

结束在吉尔吉斯斯坦行程后，习近平
还将赴塔吉克斯坦出席在杜尚别举行的亚
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并
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开始对吉尔吉斯共和国
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合组织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