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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州专电（特派记者林宇云）7月
3日—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
人豪，市委副书记、市长姜建军率湛江市党
政考察团赴浙江省台州市考察学习，重点
学习台州在乡村振兴、产业规划和培育发
展等方面的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进一
步解放思想、对标先进、取长补短，在新起
点上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台州市委书记
陈奕君陪同考察并介绍台州市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

这是一次主动对标、推动发展的学习
之举，一次践行“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
活动的务实之行。在一天半的行程中，考

察团一行马不停蹄，风雨兼程，走访了台州
市四个县（区），深入镇街村庄社区一线，并
深度考察了台州七大千亿级产业中的三个
产业。

流水潺潺、青砖黛瓦、古韵悠悠，这幅
典型的江南水乡画卷，是台州市黄岩区屿
头乡沙滩村、宁溪镇乌岩头村的写生。废
弃的粮仓、猪舍、兽医站，就地取材，外部
修旧如故，内部植入新功能，成为古朴清
雅的民宿、茶庄、艺术工坊。党委政府与
院校专家团队合作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曾
经的“空心村”被抢救“复活”，成为乡村振
兴的鲜活样本，从全国各地慕名来取经的

干部群众络绎不绝。边看边思，台州在乡
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思
路发人深省。郑人豪说，从古村“起死回
生”的生动实践可以看出，优秀的传统文
化最具生命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
坚持乡村文化振兴，尤其要坚持乡土文化
自信，用好用活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历
史遗存。黄岩乡村振兴总结出的“十大工
作法”，比如“三级书记一个群”，形成扁平
化工作模型的党建固基工作法，成熟可
行，值得湛江学习借鉴。

台州是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
拥有21个产值超百亿元的产业集群。当

前，该市正重点打造汽车及零部件等七大
千亿级产业集群，提供“妈妈式”服务，把产
业做大育强。3日，考察团一行前往台州黄
岩模塑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国家智能马
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实地察看，并参
观了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规划展示
馆，深入了解台州模塑、智能马桶等产业培
育发展情况。郑人豪说，台州市的大发展
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生动样板。要加强两地的交
流合作，认真学习台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科学谋划，大抓产业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务实作风。当前，湛

江正处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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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时
期，我们将通过此次学习考察，进一步解放
思想、提振精神，对标先进、找准差距，将台
州发展经验转化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的
实际行动。

台州于2017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
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3日下午，考察团
一行前往台州椒江区海门街道太和社区，
学习城市“细胞”在创文和基层党建工作中
的先进经验。打造美丽楼道、家门口的“红
色驿站”、成立社区义警队等工作亮点给考
察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4日上午，考察团一行赴台州市三门县
考察。亭旁镇抓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及打
造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成效显著，健跳镇珠
港村推广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做法新颖，
予人启发。郑人豪要求，要提升我市镇街
的环境治理和文明建设水平。借鉴亭旁经
验，抓好鹤地水库、黄学增故居、渡琼作战
指挥部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建设。

市领导许顺、邓振新、曹兴、关勋强、梁
培、陈伟杰，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董事、总裁刘恩怀，湛江海关副
关长郑伟明等参加考察。台州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元茂荣，市政协主席陈伟义，市委副
书记吴海平，市委常委、台州湾循环经济产
业集聚区党工委书记芮宏，副市长蒋冰风
等参加有关活动。

湛江市党政考察团赴浙江省台州市考察学习

对标先进学真经 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湛关宣）7
月4日，记者从湛江海关获悉，今年1月至
5月，湛江口岸监管进出口化肥116.6万
吨，同比增加34.6％，占全国化肥进出口
总量的7.3％；价值28.7 亿元，同比增长
53％。近年来，为助力湛江成为大西南出
海通道物流中心，湛江海关积极支持本地
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多措并举力促
粤西化肥业务快速发展，打造华南地区高
效、高质、高端的化肥集散地。

为更好促进湛江地区保税业务发展，
推动申建综合保税区，发挥好湛江保税物

流中心（B型）（下文称“B保”）的对外开放
新窗口作用，湛江海关所属霞山海关积极
探索，先行先试，积极支持复合肥保税加
工业务发展，成功复制“先出区、后报关”
等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带动了化肥
保税仓储和物流快速发展。湛江港保税
分公司经理陈昶告诉记者，在海关的大力
支持下，B保增加了金融物流、配送、灌装、
保税仓储等多样化服务，装卸能力更强、
集疏运体系更完善、物流功能更完备，更
充分地发挥了保税政策优势。

落实便利通关新措施是持续优化口

岸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霞山海关不断
优化通关环境，全面取消纸质审批单证，
推行新一代税费电子支付等手段压缩通
关时间，对化肥简单加工业务推行“边灌
包边出区”的创新监管模式，打造便捷高
效的通关环境。同时，全面提高信息化
水平，实现保税场所与监管通关系统、口
岸卡口系统间数据共享，通过电子信息
自动比对，大大提升对化肥货物的监管
效能。“‘边灌包边出区’的监管模式，给
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灌包完不
需要放回仓库就出区，不仅缩短了通关

时间，还提高了仓库使用效率。”霞山海
关关员刘畅说。

此外，霞山海关积极对接“陆海贸易
新通道”，增强优质发展的驱动力。通过
主动探索与西南地区特殊监管区域、保
税监管场所之间的业务联动，并对重点
企业进行“一对一”辅导，严格做到提前
介入、高效审核、全程跟进，全力助推企
业打通物流节点，打造化肥流转“绿色通
道”；同时积极协调港口部门科学调度船
舶，压缩在港待泊时间，加快化肥堆存周
转效率。

湛江海关支持本地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助力打造华南地区优质化肥集散地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陈敏）7月
4日下午，湛江市铁路沿线周边环境秩序
综合整治推进会在市创文办召开。会议
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做到认识到
位、组织到位、排查到位、整治到位、协调
到位、保障到位，形成合力，改善全市铁路
沿线周边环境秩序，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整治工作任务。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省文明办《关于
在省内铁路沿线周边开展环境秩序综合
整治行动的通知》，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进一步改善铁路沿线周边环境秩序，
打造亮丽风景线，展示文明新形象，我市

就全市高铁、普铁沿线周边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制定《湛江市铁路沿线周边环境秩
序综合整治行动方案》。

方案指出，本次整治行动以“助推湾
区建设、展示文明形象”为主题，通过环境
整治、违建治理、景观打造等举措，改善全
市铁路沿线周边环境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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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
好社会氛围。

据了解，我市高铁线路为江湛线（湛
江西——吴川），普速线路为湛柳线（南
宁铁路局湛江站——廉江）、湛徐线（湛

江西——徐闻）。本次整治行动将围绕
突出问题，重点开展公益广告、环境卫
生、违法建筑、建筑立面、绿化美化、站场
秩序“六大整治行动”，包括清理沿线建
筑物立面、楼顶等未经许可设置的各类
广告，拆除各类横幅标语、破损的招牌；
清理沿线可视范围内积存的垃圾、杂物，
整治沿线卫生死角、城市“牛皮癣”；对沿
线可视范围内有碍观瞻、影响形象的违
法建筑、废弃建筑、铁棚窝棚等进行重点
整治；对沿线陈旧破损的建筑、厂房立面
进行清洗、粉刷，开展建筑物外立面、围
墙的翻新改造工作；对沿线乱采乱挖、非

法开厂、破坏绿化等问题进行重点整治；
对站场及周边存在的环境秩序脏乱差、
基础设施损坏、乱摆摊设点、存在违法建
筑等问题进行重点整治等。

方案要求，各县（市、区）要利用5个月
时间，全面推进沿线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确保完成各项整治任务，努力达到“干
净、整洁、安全、有序、景美”的目标，并总
结推广有关经验。2020年1月，市文明办
将结合文明城市创建测评，组织市文明委
有关成员单位，对各县（市、区）整治情况
进行检查验收，并将验收结果纳入各县
（市、区）2019年创文测评范畴。

湛江市铁路沿线周边环境秩序综合整治推进会召开

打造亮丽风景线 展示文明新形象
进行时进行时

7月4日，在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
街道紫东苑小区，志愿者将垃圾分类的
样品进行整理，准备为小区居民讲解。

当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在红
旗街道紫东苑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志愿者向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以
及可回收垃圾智能回收房的投放流程和
操作方法，提高居民垃圾回收参与率、分
类准确率，进一步保护社区环境。

新华社发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新华社海口7月4日电（记者王存
福）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7月1日至
3日在海南博鳌召开。工信部副部长辛国
斌在大会上表示，目前已初步研究拟定了
2021-2023年度双积分政策的相关措施，
近期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辛国斌介绍，2019年1月到5月，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已分别完成48万辆和
46.4万辆，同比增长46%和41.5%，保持良
好势头。对于备受关注的有关新能源汽车
的双积分政策，近期将公开征求意见。

辛国斌说：“我们通过对现行政策实施
情况的深入研究，并结合第五阶段油耗标
准制定过程中，对行业油耗下降潜力、新能
源汽车发展情况及相应的经济技术成本等
测算分析，将于近期公开征求意见。”

辛国斌还表示，为进一步明确我国
新能源汽车发展路径，目前工信部正在
加紧牵头编制2021-2035年中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总体思路我们考虑
的是，一要明确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
导向，兼容多种技术路线发展；二要加快
政府职能转变，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和市场活力；三
要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基础设施，
深化开放合作。”

2021-2023年度新能源
汽车双积分政策

近期公开征求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屈
婷 鲍晓菁）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49亿人，这一庞大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到底如何？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获
悉，今明两年在全国实施的老年人心理关
爱项目试点将深入“摸底”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状况，提高基层及时识别老年常见心理
问题的能力。

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
说，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覆盖全国每个省
份，选取了1600个城市社区和320个农村
行政村作为试点。项目内容包括开展国家
和省级的两级培训、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
必要的干预和转诊推荐等。

记者了解到，上述各项目点将对常住
65岁及以上老年人，以集中或入户的形式
开展心理健康评估，了解老年人常见心理
问题。评估时将充分尊重老年人个人意
愿。其中，对评估结果显示轻度焦虑、抑郁
的，可实施心理干预，并定期随访；对评估
结果显示疑似存在早期老年痴呆症、中度
及以上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障碍的，建议
其就医检查。

专家指出，我国老龄化进程与城镇化、
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流动老人和留
守老人规模不断增加，使得老年人心理健
康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面对生活、身体
状况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如患上慢病，伴侣
或老友去世等，很容易滋生心理问题，却往
往不知道、或不愿意寻求帮助。

王海东坦言，当前我国老年人心理健
康状况不容乐观。经过调查，国家卫健委
决定实施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一是要深
入“摸底”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状况和需
求；二是希望把基层工作人员培训起来，能
够识别老年人早期的心理问题，进行必要
的干预和处理；三是希望通过宣传教育增
强老年人心理健康意识，为引导社会组织
加入老年心理健康服务搭建平台。

我国启动老年人
心理关爱项目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