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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邓耀瑞）10月18日，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副市
长崔青带队到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调研，
并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现场协调解决湖
光岩景区发展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推动湖
光岩创建国家5A景区。

当天，崔青一行现场察看了湖光岩景
区游客中心、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办公
楼、职工饭堂、原职工温泉疗养院和三岭
山森林公园办公区等，对景区环境整治、
旅游秩序、服务质量、配套设施建设进行
了深入了解，并听取了湖光岩5A景区创
建等问题汇报，现场办公协调各方推动问
题解决。

崔青说，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等单位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
深刻理解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重大意义，要咬定目标，攻坚克难，
结合打造“大湖光岩旅游圈”、做好湖光岩
景区创5A及推进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建
设、保护好三岭山森林公园“市肺”等实际
工作，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及时检视问题、
全面落实整改，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以实际成效推动湖光岩景区实现大变化、
大发展。

市领导现场办公

推动湖光岩
5A景区创建

本报讯（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李赞）
10月17至18日，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
湛，围绕我市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绩效
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刘忠芳参加调研。

连日来，调研组一行看现场、听汇报，
重点调研了我市教育发展、区域协调发
展、促进就业创业、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
兴战略等专项资金的支出绩效情况以及
相关政策实施落实情况。座谈会上，调研
组听取了市直相关部门对2016至2018年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的汇
报。汇报重点反映了省级财政专项转移
支付资金收支情况、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
效情况、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相关政策落实
情况、存在问题及改进思路等情况，比较
全面地反映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的工
作成果。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我市在省级财政
专项资金支出绩效管理上取得的成绩，
认为我市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对加快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教
育发展水平、振兴乡村等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针对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调
研组建议，要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责任
意识，落实项目库建设和管理主体责任；
进一步提升预算管理水平，精编细编预
算，加强统筹整合，做好项目库建设，规
划制定奖补标准；进一步加强绩效管理
的检察监督，压实责任，科学考核。调研
组将把在湛收集的意见和建议带回去，
认真梳理研究，与省相关厅局研究落实
解决方案。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韩聪颖
陈墨荣）10月16日，中冶宝钢成功完成了
聚乙烯塑料片材(简称PE片材）挤出机组
130、90螺杆的拆解、更换作业。这是该公
司首次完成大型PE片材挤出机组核心部位

的自主维护，一举解决了因设备返厂回修造
成的间断性生产影响。自此，PE片材年制
造能力可突破200万平方米，为中冶宝钢包
装材料走向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起，中冶宝钢成功承接了以吨钢
总包为模式的湛江钢铁冷轧、热轧包装材
料集配业务，并以此为契机，着力于打造
高质量、高水平、高技能的钢铁包装材料
生产基地。

当前，中冶宝钢为湛江钢铁提供纸、

木、铁、塑四大类共计50余种钢卷包装材
料，给精品钢卷穿上贴身服饰。

为进一步提高效能，中冶宝钢始终秉
承技术引领、大胆创新的原则，寻找技术
创新的突破口，为品牌建设夯实基础。自
主研发的PE机组卷曲装置，实现了塑料
板材成品从板状延伸为卷状，严谨的生产
工艺、科学的配比，使板材拉伸强度、冲击
强度、硬度等100%达标。

卷状塑料包板的诞生，在助力湛江钢

铁1550实现全自动包装的同时，为业主
大幅降低了包装成本，顺应智慧制造形式
并为其它塑料板卷生产行业提供了借鉴。

为更好服务于业主，中冶宝钢二十四
小时全天候满足现场需求。技术人员贴
近现场，解决了生产当中出现的一些瑕
疵，获得了业主高度赞扬。同时，通过全
新理念融合，钢铁包装生产基地的年轻技
术人员大胆摸索，补足短板，提升机组效
率至99%以上。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何平）10
月18日，记者从市文明办获悉，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委农办于今年10月至
12月在全市乡村开展2019年“湛江新乡
贤”宣传推广活动，深入发掘选树新乡贤
典型，充分发挥新乡贤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中的推动作用，大力弘扬新乡贤文
化，引导广大群众见贤思齐，推动形成互
助、友爱、奉献的良好风尚。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目标，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通
过各地组织推荐，在全市推选出一批“湛
江新乡贤”在媒体进行集中宣传推广。

活动通过发掘选树、宣传推广一批
以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企业家、科技专
家、文化能人、离退休干部等为代表的新

乡贤群体，进而培育弘扬新乡贤文化，传
播主流价值、引领道德风尚，引导人们爱
国爱乡、造福桑梓，参与新农村基础建
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乡风培育、文化
传承和发展扶贫济困的公益事业，推动
实现湛江乡村振兴。

进行时进行时

我市开展2019年“湛江新乡贤”宣传推广活动

弘扬新乡贤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张蔓莉 苏国松 通讯
员吴伟奇）10 月 18 日，记者从湛江市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获悉，今年以来，
我市一方面不断加强文化旅游设施建
设，改善文明旅游硬环境；另一方面抓
好软环境营造，积极举办文体旅活动，
进一步提升文明旅游文化内涵，打造
旅游升级版，不断优化文明旅游环境，
亮点纷呈，成效显著。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
动落实一批旅游重点项目。鼎龙湾
德萨斯水世界二期建成开业，福朋喜
来登酒店建成开业；茂德公鼓城获评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鼎龙湾国际海
洋度假区通过 4A级旅游景区专家评
审；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实
现全市 3A级以上景区的旅游交通标
识全覆盖，在全省开创先河；特呈岛
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市图
书馆、市文化馆、影剧院等一批文化
公共服务设施升级改造工程正在推
进。这些项目的完成将极大丰富我
市的文化旅游产品内涵，大大提升我

市文明旅游的硬环境。
文旅体融合丰富文明旅游的内涵。

今年以来，特色民俗文化、休闲体育运
动纷纷进景区，在金沙湾滨海休闲旅游

区举办“湛江湾文化旅游节”、第五届全
国青少年帆船联赛等，鼎龙湾国际海洋
度假区举办了第四届粤西非物质文化
遗产暨年例节、海洋生活节，渔人码头
举办民俗文化嘉年华，茂德公大观园举
办手作节，螺岗小镇举办国际山地自行
车赛，使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浓郁的雷州
半岛文化韵味，接受文化熏陶，提升文
明旅游内涵。

此外，我市在旅游规划和景区景点
建设上超前谋划，按照国家、行业标准
和要求，完善旅游景区、旅游饭店及旅
行社等基础配套设施，打造高品质文明
旅游基础设施。各旅游景区加强无障
碍设施建设，规范道路标识；按照“六
有”要求进一步完善志愿者服务站的软
硬件；景区厕所配备无障碍厕位和儿童
厕位，做到卫生整洁；星级酒店服务窗
口完善便民服务设施，做到有文明提示
语，有文明服务手册，服务设施齐全。
通过对旅游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进一
步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和湛江旅游吸
引力。

软硬两手抓 文旅体融合

湛江优化文明旅游环境成效显著

今年初，国际山地自行车赛在遂溪螺岗小镇成功举办，吸引了全国多地的选
手以及数百名自行车爱好者参与其中。 本报记者 李嘉斌 摄

本报讯（记者林石湛 通讯员邱苑
丹）10月 18日上午，由市文化馆、赤坎
区创文办、赤坎区文化馆（总馆）、南桥
街道分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大家课
堂”——《创文摄影技巧讲座》在赤坎区
百姓村文化中心举行（如图，记者 林石
湛 摄）。

活动邀请我市知名摄影家前来授
课。授课老师为大家讲解了在涉及“创
文”等方面题材的摄影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和解决办法，并讲述了摄影的基本知识，
详细介绍了摄影选材、技巧、构图、要素、
种类以及如何拍摄新闻摄影专题等多方

面知识。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提高了创文
工作人员的摄影水平，为社区摄影爱好者
和创文工作人员等提供了一次学习、分享
与交流的机会。

据介绍，此次活动是广东省 2019
年公共文化服务“三百工程”（百场展
览、百场讲座、百场演出）惠民下基层
活动之一。“三百工程”是各级文化部
门为进一步丰富和活跃基层群众文化
生活，推动社会力量等参与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而开展的惠民下基
层活动，自开展以来深受基层群众的
广泛喜爱。

学习摄影技巧 助力我市创文

中冶宝钢首次完成大型PE片材挤出机组核心部位自主维护

打造钢铁包装材料高质量集配基地
火红湛江

本报讯（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苏若
扬）为提升公园品质，满足市民夜间
休闲需求，日前，湛江市城市照明管
理中心对绿塘河湿地公园的庭院灯
进行升级改造，力求提升公园夜间整
体景观。

绿塘河湿地公园是市区重要的
休闲公园，周边小区众多、人口密集，
原有亮化设施仅为庭院灯，由于自然
老化，光效已不能满足市民要求。

对此，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及时
进行实地踏勘，将绿塘河湿地公园原
有庭院灯的节能灯罩，升级改造为光
度更强、照度更好的 LED灯罩，为市
民夜间在绿塘河湿地公园的游园提
供舒适的环境。

据介绍，此次升级改造的庭院灯
数量超过 100盏，改造工程预计一周
内完成。

此外，湛江市城市管理照明中心
近期还加强了瑞云湖公园园灯巡查，
对瑞云湖公园内有问题的园灯进行
了多次修复，下步将计划对北桥公
园、南桥公园等市区公园的庭院灯进
行升级改造。

绿塘河湿地公园
园灯升级改造

省人大调研组到湛

专题调研省级财政
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本报讯（记者林石湛 通讯员周圆
李旻）10月18日晚，以北洋大学（天津
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化工学家、中国近
代民族化学工业的先驱人与奠基者侯德
榜先生为原型的话剧《侯德榜》在湛江影
剧院汇演（如图，记者 林石湛 摄）。

来自天津大学北洋艺术团的演员们
带来了精彩话剧表演《侯德榜》。自少年
侯德榜奋发振兴的鸿鹄之志起叙，以其
制碱之路上的波折起落为主线，用校园、
实验室、工厂的场景切换再现了侯德榜
立志报国的人生经历。让广大学子深切
感受到了这场跨越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
百年追梦历程，呈现出一部情节跌宕起
伏而又充满爱国情怀的壮丽史诗。

据悉，“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
名校宣传工程”由中国科协联合教育部、
团中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单位
组织实施，自2012年来，通过校友演校
友、学弟演学长的方式，广泛宣传在创造
一流科技业绩中书写人生辉煌的科学大
师，展示共和国脊梁的光辉业绩、崇高形
象。7年来，已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等13所高校，以钱学森、李四光、王选、
邓稼先等科学家为原型，创作排演了14
部科学家主题舞台剧，先后在北京、陕

西、湖北、重庆、江苏等地高校演出350
多场，近50余万人现场观看。

9月下旬开始，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西北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
四所高校的演出团队，分赴中山大学、深
圳大学、汕头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四所高
校，分别演出《大地之光》《寻找师昌绪》
《求是魂》《侯德榜》四部精彩纷呈的科学
家主题剧目，展现李四光、师昌绪、竺可

桢、侯德榜的光辉人生和感人故事。承
办高校广东医科大学于10月18日至20
日组织湛江大学生专场、中学生专场和
科技工作者专场，观看人数3000多人。

本次汇演活动由中国科协、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
同主办，省科协、省教育厅、团省委、湛江
市科协、市教育局、团市委和广东医科大
学等联合承办。

原创话剧《侯德榜》在湛汇演

“南粤家政”创业
争先赛本月下旬举行

10月18日，记者从湛江第五届“青创
杯”创业创新大赛“南粤家政”创业争先赛
宣讲会上获悉，本次“南粤家政”创业争先
赛由市人社局主办，大赛报名时间截至10
月20日，初赛将在10月下旬举行。

图为家政行业从业者向工作人员
咨询。

本报记者 林石湛 邓耀瑞 通讯员
詹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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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