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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宇云）在2018年度全
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中，我市综
合评价等次被评定为“一般”。如何迎难
而上、扭转被动局面？8月13日下午，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组长郑人豪主持召
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
直面存在问题，深刻反思剖析，商讨良方
对策，强调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不折不扣

抓好整改落实，全力以赴打好打赢乡村振
兴翻身仗。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姜建
军参加会议。

考核通报指出，湛江还存在抓乡村振
兴责任制落实没到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质量整体较差、农民和社会资本参与乡村
振兴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症结在
哪里？下一步怎么解决？与会领导和相关

部门负责人认真查摆问题、深挖根源、自我
检视、深刻反省，畅所欲言提方法谈建议。

“湛江在全省率先出台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方案，为何‘起个大早却赶个晚集’、从
领跑者变为跟跑者？”“让广大农民受惠的
乡村振兴在实施中怎么发动不起群众？”

“我们的扶贫资金、乡村振兴资金为何成了
‘烫手山芋’”“我们有些方式方法和措施不
接地气不管用”“抓乡村振兴要实打实的真

功夫，要立下‘军令状’，要用好考核利剑，
没有几把刷子干不了”“我们一定要敢于自
我变革、自我揭丑、自我曝光”……

一句句肺腑之言、一条条真知灼见令
人触动。郑人豪倾听大家发言并认真做
好记录，不时参与讨论。他指出，乡村振
兴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真正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正视问题

找差距，有的放矢抓整改。要进一步细化
分解任务，对标对表省实施方案7个方面
57项硬任务，明晰各级各部门职责，构筑
乡村振兴工作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
工作格局，确保工作责任落实到位。要加
强指导，明确工作指引和方式方法，出台

“接地气”的措施。要相信群众、发动群
众、带动引领群众，发挥农民参与乡村振
兴的积极性、创造性。市委农办、市农业
农村部门要加强专班力量和队伍建设，把
优秀和懂行的干部充实到“三农”战线。
要完善问责机制，把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
脱贫统筹结合起来，层层立军令状，层层
传导压力，严肃解决不作为、不担当问
题。加大宣传发动力度，提高群众的知晓
率、参与度。当前要抓好“三清三拆三整
治”，加大全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重
点解决垃圾治理问题。

姜建军指出，面对落后局面，我们一定
要知耻后勇，调整工作思路，甩开思想包
袱，克服畏难情绪，结合农村工作实际，既
要下硬功夫又要有“巧劲”。乡村振兴如何
干，基层干部群众是主体，最有决定权。解
决乡村发展问题，要尊重群众想法，发动群
众干、带着群众干，把工作抓到点子上，把
好事办到群众心坎里，让群众在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成员
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正视问题找差距 有的放矢抓整改
全力打好打赢乡村振兴翻身仗

本报讯 （记者张永幸）8月 13日上
午，2019全市未开工、未竣工重点项目
推进工作会议在市政府召开，会议梳理、
总结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解决存在问
题，确保更多项目尽早开工。市委副书
记、市长姜建军提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
认识、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全
力推动更多项目早日开工、竣工，向新中
国成立70年周年献礼，为推动湛江加快
振兴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曹
兴、欧先伟等参加会议。

姜建军要求，抓发展就要抓项目，加
快重点项目建设是推动湛江振兴发展的

关键抓手。各县（市、区）和有关单位必
须提高认识，从讲大局、讲政治的高度，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第三、第四
季度计划开工、竣工项目如期开工、竣
工，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打基础、聚能
量、增动力；各县（市、区）和项目单位负
责同志要加强向挂点、分管市领导的汇
报，及时报告存在困难和问题，争取最短
时间内协调解决，早日为项目开工扫清
障碍。各地各部门一把手是重点项目建
设的第一责任人，必须把项目建设牢牢
抓在手上，兢兢业业、扎扎实实，推动新
开工项目取得实效，对重点项目的重视

更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切实增强大局
意识、责任意识，对计划新开工、竣工重
点项目提供主动服务、全程服务，加大协
调力度，加紧督促落实，为项目早开工、
早竣工提供保障。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7 月，全市续
建、新开工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57.1 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57％；其中列入省
重点续建、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205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60.6％，基本实现完
成投资与时间进度同步。今年全市计划
新开工项目73个，目前已有宝钢湛江钢
铁三高炉系统项目等20个项目开工建

设。预计湛江机场迁建工程等29个项
目将顺利开工，华侨城集团湛江欢乐海
岸项目等7个项目力争在9月底前开工
建设，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等2个
项目力争在 12 月底开工建设。乌石
17—2 油田群开发项目等 14 个项目计
划提前到9月底前动工建设。2019年全
市计划竣工项目25个，湛江龙健高新科
技项目一期已竣工。未竣工的24个项
目中，9个项目计划在第三季度竣工，15
个项目计划在第四季度竣工。预计中科
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等20个项目
将顺利竣工。

压实责任 推动更多项目早日开工竣工

本报讯（记者张永幸）8月 13日下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姜建军率队与深圳
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彪一行召开座谈会，就
搭建深湛全面合作平台、长远谋划两地发
展未来等达成共识。

姜建军对陈彪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
和感谢，并介绍了湛江的港口优势、临港
产业、海洋科技创新平台、滨海旅游开发
以及特色农业等。他表示，此次深圳市政

府带着关乎未来发展的核心部门和智库
到访湛江，是对两地合作的高度重视，更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两地应该抓住机遇，
协同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发
展；深湛两地合作前景巨大，两地应该搭
建全面合作平台，加强互通往来，长远谋
划未来，寻求合作空间，达到互利共赢；日
前，《湛江铁路枢纽规划总图》获批，“五龙
入湛”将极大改变湛江的交通格局，助力

湛江更快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湛江拥
有众多高校和国家级科研院所，在海洋石
油勘探、深海试验场、海洋实验室、军民融
合产业等方面，与深圳有十分广阔的合作
空间；湛江有信心推动与深圳深度交流合
作，将与南山区在坡头区筹备建设“飞地
经济”，各地各部门要与深圳主动对接，抓
住机遇，争取更多合作成果落地。

陈彪表示，此次湛江调研之行步履匆

匆，但感受颇深，湛江干部群众和企业锐意
进取、干事创业的精神令人印象深刻、备受
鼓舞，在实地走访湛江城市规划、交通发展
和大工业主战场后，更是深受教育，深感不
虚此行。他表示，湛江市自然资源丰富、发
展前景巨大，深圳市委市政府历来重视与
湛江的合作，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机遇
面前，双方寻求共同发展的空间巨大。

市领导崔青等参加座谈会。

搭建全面合作平台 推动深湛交流互通

本报讯（通讯员林仪）近日，市纪委召
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
议精神，研究部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贯彻
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关勋强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总
书记对开展主题教育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和有关文件要求，提前谋划准备，先做先学
先改，把主题教育与纪检监察工作结合融
合起来，把主题教育与强党建抓班子带队
伍结合融合起来，确保主题教育高质量开
展。重点做到“五个必须”：必须提高思想
认识和政治站位，必须突出问题导向和效
果导向，必须坚持全员参与和凝聚智慧，必
须注重统筹兼顾和辩证创新，必须加强融
合贯通和紧密衔接。

会议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
贯彻落实“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以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暨全
国纪检监察工作会议提出的明确要求，对
标对表省纪委监委、市委的做法举措，精准
谋划实施好主题教育相关工作，明确主题
教育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推动主题教
育开好头、起好步，争当主题教育走心走深
走实的排头兵。

会议要求，要以“五个紧抓”聚焦目标
任务，切实把从严从实要求贯穿主题教育
始终。要紧抓学习，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坚持潜心学、系统学、深入学、跟进学，
确保理论学习更有收获。要紧抓调研，围
绕当前重点工作任务选定调研课题，加快
将调研成果转化落地，加紧列出问题清单，
切实做到立行立改。要紧抓整治，建立台
账清单，切实抓好主题教育突出问题的专
项整治，实现小切口推动大变革的效果。
要紧抓督导，实行项目化推进，突出重点不
放松，抓住关键不撒手，聚焦问题不散光。
要紧抓示范，班子成员要当好主题教育的
参与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带头交党费，带
头讲党课，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发挥
引领、示范、标杆作用。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市纪委常委（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市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精神

推动主题教育
开好头起好步

8 月 13 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讲解员孙宗珊与即将“上岗”的小
讲解员们交流，提醒讲解中的注意
事项。

暑假期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与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合作
开展学生暑期实践活动。经过自愿报
名、选拔培训等环节，首批8名小学生

走进一大会址，担任旧址参观环节的
小讲解员，为快乐暑假增添了“红色”
光彩。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暑假里的小讲解员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陈
炜伟）国家统计局13日发布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报告显
示，我国网民由1997年的62万人激增至
2018年的8.3亿人。2018年，移动互联网
接入流量消费达711亿GB，是2013年的
56.1倍。

数字消费持续释放居民需求潜力。报
告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网络购物用
户规模达6.1亿，占网民总体的73.6%。

此外，报告还显示，我国快递业务量自
2014年超过美国后，持续保持世界第一。
2018 年末，快递业务总量由 1988 年的
153万件激增至507亿件。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陈炜
伟）国家统计局13日发布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报告显示，
70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加速成网，综
合运输保障能力大幅提升。2018年末，我
国高铁营业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均居
世界第一位。

报告显示，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
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5
倍。经过近十年快速建设，“四纵四横”高
铁网建成运营，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
成网运行的国家。2018年末，高铁营业总
里程3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高铁
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
二，居世界第一位。

公路路网四通八达，高速公路建设成
效显著。统计显示，2018年末，全国公路
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
倍。2018年末，高速公路总里程14.3万公
里，总里程居世界第一位。

大型港口建设加速推进。报告显示，
2018年末，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
23919个，是1949年的148.6倍。其中，万
吨级及以上泊位从1957年的38个增至
2444个。2018年，在全球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
七席。

我国高速铁路
里程世界第一

去年底我国网民
数量达8.3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