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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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吴娇）7
月25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林惜文
主持召开全市政法委书记座谈会，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
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工
作，部署下半年工作。要求紧紧抓住保平
安、迎大庆这条工作主线，坚持“稳”字当
头，突出重点、真抓实干，奋力开创湛江政
法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据悉，今年上半年，全市政法委系统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公安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牵头抓总、统筹协
调，全力防范化解管控各类风险，全面深
化平安湛江、法治湛江和过硬队伍建设，
各项工作均取得了明显成效。

会议要求，下半年，全市政法工作要
紧紧抓住保平安、迎大庆这条工作主线，
坚持“稳”字当头，突出重点、真抓实干。
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要继续深化打击，突破一批
难啃之案、深挖一批蛰伏之徒、收缴一批
涉黑之财，持续开展专项督导、常态督办
和追责问责等工作，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向纵深发展；要坚持“平战结合”的思
路，进一步健全落实排查预警、防范化解、
依法处置机制，努力把矛盾风险解决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继续推动“中心+
网格化+信息化”常态化、规范化运作，加
快“雪亮工程”建设和综治视联网向乡村
延伸步伐，进一步提高平安湛江建设水
平；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带动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要
持续加快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
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

会议强调，要坚决用好《中国共产党政

法工作条例》这一利器，进一步规范党领导
政法工作的运行机制。要尽快激活乡镇
（街道）政法委员制度，配齐配强政法委员，
进一步统筹基层政法综治维稳资源，形成
基层综治维稳工作合力；要紧紧抓住“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一契机，推动
党员干部在学习和实践中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推动党员干部强化问题导向，通过深
化学习教育，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检视问
题，狠抓整改落实，切实解决好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
题，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小落实等。

坚守初心勇担责 牢记使命显作为
全力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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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何翠萍）
7月24日下午，经过数十小时的连续作
业，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调顺跨海大桥
91号主墩塔座及首节塔柱浇筑完成，标
志着91号主墩进入上部结构实质性施工
阶段。

据了解，调顺跨海大桥91号主墩共两
个塔座，塔座高2米，为四棱台结构，造型
优美。此次91号主墩塔座浇筑混凝土

370立方米，塔柱第一节段高1米，浇筑混
凝土83立方米，共计浇筑453立方米。首
节塔柱的浇筑顺利完成，实现了工序转换
施工的阶段性胜利。

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91号主
墩塔座与首节塔柱采取同时浇筑，一次性
浇筑成型，保障了塔座与塔柱的紧密衔
接，浇筑塔座的混凝土采用C45，浇筑塔
柱的混凝土采用C55，都为海工高性能

砼。在浇筑前，项目部人员精心进行混凝
土配合比设计，对混凝土进行实时检查监
控，落实各项原材料的备料情况，保证各
项原材料的供应，特别是砂、石料有专人
检查备料数量及质量，混凝土拌制前针对
砂、石含水率调整施工配合比，确保混凝
土强度保持高标准，为主塔上部结构施工
奠定坚实的基础。大桥91号主墩塔座及
首节塔柱的浇筑完成，预示着塔柱下一步

施工将呈现出“节节高升”的发展态势，湛
江市民期待已久的“红门”不日将出现在
大家眼前。

据了解，调顺跨海大桥项目建设已进
入快车道，全体建设者抢抓工期、大干快
上，为早日完成通车而不懈努力。调顺跨
海大桥的建成，将极大地方便周边及沿线
居民的出行，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
地区间沟通与交流均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陈敏）7月
25日上午，湛江市文明城市暨文明村镇创
建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总结我市今年
上半年创建工作，对抓好今年文明城市和
文明村镇创建进行再部署。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陈云要求，全市上下要紧紧围绕
补齐短板、打好翻身仗的目标，总结交流
经验，认真查摆问题，明确下半年的努力
方向和工作重点，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全力
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全面提升我市文明创
建水平。

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湛江经开
区民安街道和麻章区湖光镇文明村镇的
创建成果。大家纷纷为民安街道和湖光
镇创建力度和成效点赞，认为经开区所创
造的“民安速度”，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
府率领全市人民推动湛江振兴发展的精
气神，体现了创文改变乡镇面貌的生动实
践，表示深受教育启发。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市创文办通报
我市今年第二季度“创文”工作测评结果，
湛江经开区、坡头区介绍创文工作经验，
赤坎区、麻章镇作整改表态发言。会议还
部署了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工作。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面对创建工作
中的困难和挫折，全市上下知耻后勇、破
釜沉舟、奋力追赶，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全力投入到
打翻身仗的行列中。以更加坚定的决心、
更加扎实的行动和更加明显的成效抓整
改，整改工作成效明显、补短板取得重大

进展、机制建设更加完善、创建工作稳步
推进，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为今后的创
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会议充分肯定了我市上半年创文工
作所取得的进步，要求认清当前存在问
题，认真对标对表，立足抓进度，把补短
板作为打好创文翻身仗的重点任务，认
真学习发扬“民安速度”，坚定信心，强化
措施，确保补短板工作快干快上。立足
促提升，持续抓好交通秩序、市容市貌、
环境卫生、铁路沿线综合整治和台账工

作整治提升工作，巩固整改成果。立足
出亮点，加快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深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持
续推进诚信建设，加快打造德美湛江品
牌，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立足群众性，紧密结合文明创建工
作，广泛开展活动，营造浓厚氛围。立足
动真格，实施严格奖惩，形成“人人是主
体、个个有责任，千斤重担大家挑”的工
作格局。坚持以城带乡、城乡共建，加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让城市文明不断向

农村辐射延伸，全面提升城乡整体文明
程度。

市政协副主席刘耀辉，市政府党组成
员、湛江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罗建君，市创
文各有关单位分管领导，各县（市、区）党
委宣传部长或分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
文明办主任，赤坎、霞山、麻章、坡头、经开
区创文办主任及市辖五区乡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或镇长（主任），市创文办、市
巩卫办组长以上领导同志等130多人参
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李溪）为
庆祝“八一”建军节，加强军民融合及增进
军民鱼水情，今年“八一”期间，改变以往大
型晚会的做法，采取主动进军营慰问官兵
的形式，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联合市双拥办联合开展“送文艺
进军营”活动。

此次送文艺进军营系列慰问演出活
动由市歌舞团及各慰问部队承办，从7月
中旬到 8月中旬，分别安排到 91356 部
队、湛江军分区、预备役高炮旅等14个军
营进行文艺演出，为驻湛部队官兵送上积
极向上、体现军民鱼水情主旋律、体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面现实生活题材的
文艺作品。

目前，我市已开展送文艺进军营演出
活动3场，深受各部队官兵欢迎。

我市开展“八一”
送文艺进军营活动

本报讯（记者林宇云 通讯员湛环宣）
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向媒体公布2019年6
月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结果，
从优到劣依次为营仔、文部村、黄坡、罗屋
田桥、大山江、赤坎水厂（塘口取水口）、渠
首、排里、南渡河桥。全市9个地表水国
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Ⅰ～Ⅲ类）为
77.8%，劣Ⅴ类断面比例为0%。

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山江、黄坡、营仔、
排里断面水质有了不同程度改善，而南渡
河桥断面因连续四个月不达标，上半年水
质有所下降。

地表水环境质量提升与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和环境保护管理戚戚相关。吴川市通
过租用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对袂花江沿岸
博铺街道沿江大桥、大山江街道东涌、大涌
场等三个入河市政排污口进行应急分散治
理，总设计污水处理规模6300吨/日，目前
各应急处理设施均已建成运行。此外，吴
川市还对袂花江沿岸135处涉河违章建筑
物进行了拆除清理。廉江河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施全部建成投入使用，九洲江干流廉
江段沿岸大力整治370家畜禽养殖场，有
效减轻入河污染负荷，为九洲江排里断面
水质持续改善做出了贡献。遂溪县近期在
遂溪河实施截污、管网建设与生态浮床建
设等简易快有效改善水质的新措施。事实
表明，要想水质改善，必须真抓实干，因地
制宜，科学施策。

根据湛江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
《关于开展全面攻坚地表水国考（省考）
断面行动的动员令》（2019年第1号），我
市每月对纳入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考
核的9个地表水断面进行排名。通过排
名进一步推动各县（市、区）水污染防治
工作，提升地方政府水污染防治工作的
积极性，进一步推动全市水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攻坚战
环境污染防治环境污染防治

我市6月地表水考核断面
水环境质量排名出炉

全市上半年地表水
水质总体改善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题“要关爱
退役军人，他们为保家卫国作出了贡献。”

201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
词中专门向退役军人表达关心问候。

一声问候，朴实无华，却穿透荧屏，瞬
间传遍千山万水，让千万退役军人热血沸
腾：总书记惦记着我们、牵挂着我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就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为做好退役军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念兹在兹，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也是一名军转干部”

有一种身份片刻未曾相忘，有一种牵
挂须臾未曾间断。

在接见第六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暨
2014年军转安置工作会议代表时，习近平
总书记动情地说：“见到大家感到十分亲
切，因为我也是一名军转干部。”

滚烫的话语，深沉的关爱，蕴含着习近
平总书记对退役军人深厚的情感。

我国现有数千万退役军人，他们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早

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有一批又一批军人
到地方工作，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建功
立业。新中国成立后，大批退役军人到
地方工作，为加强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历史
时期，广大退役军人顾全大局、无私奉
献，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弄潮儿，取得了
骄人业绩。“军转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财富，我们要倍加关心、倍加爱护。”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

老兵过得怎么样？工作安排如意不如
意？各级党委和政府有没有嘘寒问暖？退
役军人的工作和生活，习近平总书记牵挂
于心。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
津考察调研，走进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
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详细询问社区在
服务退役军人方面的具体做法，再次表达
了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总书记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把广大
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维护好，把他们的工作
和生活保障好。

2019年3月12日，在出席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全体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和
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国
防和军队建设，做好退役军人安置、伤病
残军人移交、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

学等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退役军人感受

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400万名退役军人得
到妥善安置，抚恤补助标准连年提高，部分
退役士兵社会保险得以接续，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环境不断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广大退役军人寄予
了殷切希望。在接见军转干部代表时，总
书记指出，广大军转干部要到党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去，积极适应改革开放时代大
潮，牢记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自觉弘
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人生
的不同阶段、不同岗位上继续出色工作、
活出精彩人生。（转封2）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退役军人工作纪实

奋力开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梅世雄 卢晓琳 周燕红

调顺跨海大桥将呈现红门开花节节高
91号主墩进入上部结构实质性施工阶段

记者进班组走工地
火热湛江

湛江市文明城市暨文明村镇创建工作推进会召开

总结经验查摆问题 全面提升创建水平
进行时进行时

7月25日，我市召开文明城市暨文明村镇创建工作推进会。 本报记者 殷翊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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