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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彦）7 月 6—7 日，
“万名市民游湛江”活动再次“启航”。近
300名市民满怀期待踏上旅程，饱览家乡
美景，感受家乡发展脉搏，把家乡的轮廓
深深刻在了脑海中。

一路看，一路听，一路交谈，大家沿
着活动精心策划的参观路线，走进湛江
规划馆，深入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前往中
科炼化、巴斯夫项目现场，沿途还游览了
西城快线、高铁西站、湛江教育基地、南

亚热带植物园、湖光岩世界地质公园、玉
湛高速东海岛段、东海岛铁路等，领略家
乡风采。

富有青春活力的志愿团队全程为市
民提供温馨妥帖的服务和现场解说，使广
大市民对我市的城市规划、大工业发展和
旅游发展前景等心中有数。湛江钢铁还
精心挑选了三部宣传片，让市民在进入到
钢铁基地前就能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走进湛江钢铁热轧厂，气势恢宏的厂
房设备让不少第一次参观湛江钢铁基地
的市民惊叹不已。随着通俗易懂的解
说，精轧机、带钢冷却装置、自动控制的
钢卷托盘运输系统等一个个专业轧钢机
器设备和专业术语不再晦涩难懂，瞬间
拉近了市民与钢厂的距离。

球团码头、辅料码头、30万吨原料码

头、成品码头……参观湛江钢铁的码头
时，市民们直观地感受到湛江深水良港
的魅力。这些码头吨级从3000至30万
吨级，共14个泊位，总长度3225米，设计
年通过能力为5150万吨。

“湛江正处于历史大发展机遇期，工
业蓬勃发展，这次参观，让我们看到了一
个非常具有活力的湛江。我相信，湛江经
济即将腾飞！”在零距离感受“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之时，市民王先生兴奋地说。

环保问题是广大市民最为关心的问
题。在湛江钢铁3.2万平方米的人工湿
地里，风车草、美人蕉等植物迎风飘扬。
在这里，有时还可以看到白鹭等鸟类，可
以说是全厂环境优美的代表性区域。参
观了人工湿地，不少市民既解除了疑惑
与担心，还折服于湛江钢铁把环保工作

做到极致的态度。
随着讲解员的介绍，大家了解到，人

工湿地每天可处理生活污水 1.2 万吨。
全厂厕所、洗浴、食堂等生活区排出的生
活污水通过管网输送至生活污水处理系
统，在人工湿地的前端是生化反应，给不
同微生物创造适合生存的环境，形成生
物链，从而消除水中各类有机物，达到第
一步的水质净化目的，再进入人工湿地，
通过湿地的植物根系以及湿地内微生物
的自然吸收作用，进一步吸收、降解水中
杂质，提高水质，达到回用水标准。而回
用水可用于绿化、道路、场地降尘等。

吴先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湛江人，这
次怀着激动又兴奋的心情报名参加活
动，带上家人看到了家乡喜人的发展态
势，表示要为湛江新时代发展建功立业。

据新华社天津7月7日电（记者毛振
华）记者从日前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的“纪
念中国超级计算事业发展四十年暨国家超
级计算天津中心成立十周年”活动上获悉，
我国超算正加快技术创新与应用创新的深
度融合，攻关重大应用领域，锻造产业发展
不可或缺的“国之利器”。

当前，世界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信息技术创新成为驱动这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础动力。超级计算
机是信息技术创新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历
经多年积累，银河、曙光、天河、神威等我国
系列超级计算机一个接一个迈上世界舞
台，成为创新关键驱动力。

科技部高新司副司长梅建平说，过去
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以国家超算天津中心
为代表的国家级超算中心、超级计算的研
制单位和应用单位，推动了中国科技创新
的整体发展。

尤其是在应用领域，以国家超算天津
中心的我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算“天河一号”
为例。该中心主任刘光明介绍，“天河一号”
不但支撑着诸多产业实现发展突破，而且
构成了一些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如今，“天河一号”已应用近10年，是世
界上连续稳定运行时间最长的超级计算机。
它每天服务8000多个科研计算任务，累计
支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研发计划等超过
1600项，为石油资源开发、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等行业企业累计带来经济效益近百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李亚林）7月5日上
午，市委宣传部召开专题会议，总结上半年
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陈云在会上强调，要紧紧围绕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主线，勇担使
命、主动作为，全力以赴做好今年工作“后
半篇文章”，为湛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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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旗呐喊、加油鼓劲、凝聚力量。

会议对市委宣传部上半年工作成效给
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市委关于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守正创新做好
下半年工作。要聚焦主题主线抓落实，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的思想
舆论氛围，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管理权话语权。要聚焦中心工作造氛围，
统筹网上网下，多渠道、全方位、大力度宣
传报道我市聚力推进“一通道、一港区、一
示范”建设、推进“四大抓手”“五大产业发
展计划”等中心工作的生动实践和新进展
新成效，巩固壮大“看好湛江、投资湛江、凝
心聚力、加快发展”的舆论强势。要聚焦薄
弱环节求突破，全力打好创文翻身仗，努力
干出让人刮目相看的新业绩、新成效。要
聚焦百姓需求重实效，切实打通宣传群众、
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新期待。要聚焦工作创新下苦功，努力打
造更多体现湛江特色的工作经验和亮点。

会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做好一切
工作的根本保证。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扎实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
持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锤炼党员干部忠
诚、干净、担当的优良作风。要注重干部能
力培养，深入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全
面增强宣传干部队伍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湛江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为我市加
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
经济带重要发展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张锋锋 通讯员钱嘉荟）
为更好地帮助我市推动现代农业（水产）产
业园的建设，受广东农业农村厅委派，省现
代农业技术体系水产疫病监测与综合防控
首席科学家林蠡教授、虾体系首席科学家
胡超群研究员、省渔业技术推广总站谢海
平博士一行，于7月4日至6日在我市开展
现代农业（水产）产业园建设调研。

调研组先后深入徐闻县、遂溪县及廉
江市指导工作。据了解，湛江市对虾种苗
年产量达 2600 亿尾，约占全国产量的
60%。徐闻县及遂溪县乐民镇可积极建设
现代水产种业产业，加强对虾良种选育和
优质种苗生产，保障我国对虾产业发展。

专家组一致认为，我市渔业体量大，
2018年全市渔业经济总产值461亿元，水产
品总产量123万吨，总产值201亿元，多项主
要渔业经济指标连续十多年全省名列第
一。但目前创建的现代农业（水产）产业园
很少，今后应该大力加强申报和建设。通过
产业园建设，促进渔业绿色发展，再创辉煌。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文景
明）农垦社区管理属地化是农垦社会职能
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市、县（市、区）党
委、政府与湛江农垦局协力推动以及市民
政局的指导下，我市这项社会治理改革创
新取得重大突破。近日，湛江农垦全面完
成农垦社区居委会选举和法人登记注册工
作，成为广东农垦率先完成此项重要改革
任务的垦区。

根据改革要求和垦区实际，湛江农垦
设立农垦社区21个、居民小组202个。为
顺利完成农垦社区居委会选举工作，今年4
月起，湛江市民政局有关领导和业务骨干
深入到湛江农垦各垦区，通过法律法规宣
讲、规程指导、问题答疑等，给予专业支持和
指导。截至6月底，湛江农垦第六届社区居
委会选举工作全面完成，21个社区居民委
员会选出居委会成员157名，202个居民小
组选出小组长、副组长692名，全市农垦社
区居委会全部取得了居委会法人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证，社区管理工作顺利步入正轨。

市民政局要求，各县（市、区）民政部门
和镇（乡）人民政府要及时将辖区内的农垦
社区居委会纳入城乡居委会组织体系，做
好管理和服务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王志强）笔者从湛江
市公交公司获悉，为方便广大师生乘坐公
交车前往高铁湛江西站，市公交公司根据
广大师生今年暑假的离校与返校时间，将
从7月9日起，临时开通广东海洋大学（湖
光校区）至高铁湛江西站的公交专线，具体
专线班次安排如下：

暑假离校期间：7月9日至13日（为期
5天）开通广东海洋大学（湖光校区）公交
站发车时间：8：30、10：30、12：30、14：30、
16：30、18：30、20：00；

高铁湛江西站公交站发车时间：9：10、
11：10、13：10、15：10、17：10、19：10、20：30。

暑假返校期间：8月30日至9月1日
（为期3天）开通广东海洋大学（湖光校
区）公交站发车时间：8：30、10：30、12：
30、14：30、16：30、18：30、20：00；

高铁湛江西站公交站发车时间：9：
10、11：10、13：10、15：10、17：10、19：10、
20：30。

7月7日下午5时，随着最后一方
混凝土泵送入模，历经40个小时的紧
张施工，由中铁大桥局施工的调顺跨
海大桥东岸主塔墩承台顺利建成，主
塔“红门”根基扎稳，大桥进入主塔

“红门”施工阶段。

主塔“红门”根基扎稳

7月 6日上午，记者在施工现场
看到，数台大型搅拌机、吊车在紧
锣密鼓地作业。一个月前还是一
口“大锅”的承台已被浇筑好，露出
承台的环氧钢筋密密层层，整齐有
序地排列着，不久的将来，这里将
立 起 雄 伟 壮 观 的 大 桥 主 塔“ 红
门”。承台内部安装了纵横交错的
冷却水管，总长为 6.5 公里。这些
冷却水管如同承台的“经脉”，让混
凝土免受高温的“煎熬”。

据调顺跨海大桥项目部副经理
蒋稳齐介绍，此次建成的承台为哑铃
型结构，高6米，平面尺寸为1500平
方米，接近4个篮球场大小，共浇筑混
凝土方量6013方。

根据施工工艺，承台分两层浇
筑，第一次浇筑高度为2米，第二次浇
筑高度为4米。为准确测量、监控承
台混凝土的内部温度，项目部在混凝

土内部设置了冷却水管、温控管阀、
温测等装置，通过对测定的温度数据
进行计算、分析，及时指导承台混凝
土养护，有效降低混凝土内外温差，
抢进度的同时确保了工程质量。

“从钢筋开始绑扎到现在浇筑完
成用了一个月时间。承台的浇筑完
成，标志着水中施工转向水上施工，
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让我们后面
的工程在台风季来临时减少了安全
隐患。”蒋稳齐告诉记者。

首片箱梁成功架设

7月4日上午9时，随着调顺跨海
大桥的首片30米箱梁平稳安全落位，
标志着该桥东岸（坡头区）率先进入
架梁施工阶段。

据了解，调顺跨海大桥设特大桥
4809米/1座，中桥165米/2座，天桥
100米/1座，桥梁占路线总长比例的
54.6％，含25米、28米、30米、30.5米
和40米5种型号的预制箱梁共计921
片，由东西岸两个梁场生产。

据项目经理代强波介绍，为加
快施工进度，秉承中铁大桥局快速
化施工理念。箱梁预制之前，项目
部进行多次方案研讨比对，最终将
东岸预制梁场设置于 133号桥台挖
方路基段。此举一减少了架梁过程
中运梁距离、运梁成本和运梁风险；
二东岸下构的提前完成，减轻了梁
场存梁的压力，为预制箱梁快速生
产后提供存梁场地保证；三梁场选
址在挖方段路基上，减少了路基沉
降对预制梁台座的影响，确保保质
保量的产梁；四结合 PPP 项目快速
化施工的独特性，东岸梁场拆除后

再进行路基段施工，不仅不影响工
期计划，也达到了资源配置最优化。

为顺利完成“首梁”架设任务，项
目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积极动员部
署，严格制定架梁施工专项方案和应
急措施，首片预制箱梁成功的架设为
后续箱梁平稳架设提供了宝贵经
验。代强波说，按照目前的制梁、架
梁速度，2019 年 9 月底将完成东岸
200片箱梁的预制，10月上旬即可完
成东岸200片箱梁的架设。”

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刷新纪录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从来都并非
易事。对于大桥人来说，架设一座兼
具美观与高质量的桥梁是他们毕生的
追求。

在施工中，中铁大桥局克服地质
条件复杂、海上施工环境恶劣、台风
影响频次高等困难，发挥建桥国家队
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加强超前谋划，
不断优化方案，强化技术管控，刷新
了一个又一个纪录。

目前，大桥项目路基、涵洞、主桥
桩基、承台及引桥桩基、下部结构、上
部结构、箱梁架设均已展开施工，项
目开工累计完成投资近40％。

采访中，蒋稳齐为记者细数了该
项目的亮点、难点——

●钢护筒插打法全国首屈一指
主墩的钢护筒长度长、重量大，

垂直度要求高，插打难度极大。为
保障桩身整体质量，项目部对所有
钢护筒采用打桩船插打，运用“十
字交会法”保证了垂直度在千分之
三以内，这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
的。（转封2）

“爱家乡 看变迁 促发展”
万名市民游湛江

记者进班组走工地
火热湛江

市民纷纷点赞家乡如此多娇
“万名市民游湛江”活动周末如约而至——

本报记者陈彦
通讯员周文韬 刘航

调顺跨海大桥进入
主塔“红门”施工阶段

7月7日，调顺跨海大桥东岸主塔墩承台顺利建成，大桥进入主塔“红门”施工阶段。 本报记者 刘冀城 航拍

守正创新
做好今年宣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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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7月7日电（记者王秉
阳）“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达到了99万多个，
民营医院数量占医院总数的63%，远程医
疗服务覆盖全国国家级贫困县和边远地
区。医务人员队伍不断壮大，执业医师达
到360万人，注册护士410万人。”国家卫
健委副主任王贺胜 6 日在此间举行的
2019中国医院大会上发言表示，我国优质
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不断健全。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
数量已接近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