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本地
责编/黄梦秋 版式/邹翔

E-mailE-mail：：ywrb@gdzjdaily.com.cnywrb@gdzjdaily.com.cn
2019年11月7日 星期四A02

近日，廉江市石角镇山底、丰满两地
乡道即将动工，两地群众欢天喜地，笑逐
颜开，奔走相告：“山底、丰满乡道硬底化
工程终于要开始动工了，我们盼望已久
的行路难问题就要解决了……”

据了解，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以来，石角镇以为民服务
解难题为着力点，聚焦群众行路难、饮
水难、产业发展难、农产品销售难等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摸实情、出实招、
动真格，纾民忧解民困，确保主题教育
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飞地”乡道硬底化即将动工

山底地区是石角一个飞地，周边与
广西陆川县、广东省化州市交界，丰满
则是与化州市交界。长期以来，出行难
问题一直困扰着两地群众。晴天一路
尘土，雨天一路泥泞，是山底、丰满两地
的交通写照，群众饱受行路难之苦。开
展主题教育以来，石角镇党委政府急群
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以问题为导
向，千方百计解决两地行路难问题。该
镇主要领导多次深入山底、丰满两地调
研，收集群众意见，梳理问题，研究山
底、丰满乡村建设问题。同时压实工作
责任，明确工作目标任务，把山底、丰满
乡道建设工作落实到位。通过积极与

上级交通部门协调，争取上级部门支
持，切实做好项目立项招投标等一系列
工作，使山底、丰满乡道硬底化得以顺
利实施。

努力解决移民饮水难题

石角镇是一个移民大镇，移民村庄
113条，移民人口4.6万人，饮水难是石
角移民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
移民群众饮水主要是靠自打井取水，水
质问题不能得到保证，移民群众意见较
大，纷纷要求解决饮水难问题。对此，
石角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开展主题教
育以来，把解决移民饮水难问题作为当
前主题教育主打工程抓落实。该镇主
要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人员多次深入
移民村开展调研，积极梳理协调解决饮
水难存在问题，制订工作计划，压实任
务，并积极争取市有关部门支持。目
前，已落实木马村、蕉坡村、野鸭塘村、
居委会、横石村饮水工程，不日将施工
建设。同时，着力抓紧规划其他移民村
饮水工程，力争明年全面得到落实，彻
底将移民饮水难问题解决掉。

招商引资发展特色产业

石角镇大部分区域位于鹤地水库
二级水源保护区内，库区经济发展受
限。如何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矛
盾，推动库区经济的发展，这是石角移
民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
成为石角镇党委政府亟待解决的问
题。开展主题教育以来，石角镇把发
展经济作为主题教育头等大事抓好落
实。该镇班子成员经常深入各村调
研，并根据各村的实际，因地制宜制定
发展方案，引导群众积极调研产业结

构，并在种苗、技术、资金上给予一定
的扶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目前，经
镇村干部努力，已发展红橙200亩，发
展茶园300亩，百香果200亩，在蕉坡
村，还成功引进了山水投资有限公司，
规划投资1000多万元，发展种茶300
亩，并发展沃柑、黄皮与树菠萝种植
等，建设集观光、采摘、农家乐、住宿、
亲子乐园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农业休
闲观光园，并以此辐射带动周边经济
发展。同时，还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
业——山雨农牧有限公司作用，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组织
200 多户贫困户参与山雨鸡养殖，推
进养殖产业发展。

打造粤桂两地三镇农产品集市

农产品销售难一直是制约石角经
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的问题。每当
农产品成熟上市，该问题就成了石角群
众最忧心的事。开展主题教育以来，石
角镇党委政府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
急，把群众这一烦心事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抓好落实。一方面是举办展销活
动。近期，石角镇已与广西陆川古城
镇、化州市平定镇达成共识，计划近期
联合举办粤桂两地三镇美食节及扶贫
产品大集市，以此展示宣传推介石角特
色农副产品和各式美食，提高石角特色
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加石角农
副产品竞争力。同时，投入资金对石角
老市场进行升级改造，打造石角特色农
副产品展销平台，扩大农副产品的销售
渠道。此外，加强宣传推介，通过网络
平台，加大农副产品的宣传推介工作，
提高石角特色农副产品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提高产品竞争力。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肖翠峰）
11月1日下午，市委统战部召开全体干部
职工大会，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
行传达学习。

全文学习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
后，大家纷纷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饱满的热情，更有定力、更
有智慧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会议强调，要把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寻找差距、检视问
题、增添措施、狠抓落实，用全会精神来激
励、鼓舞我们，为湛江建设省域副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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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通讯员宋伟光）11月5
日，市住建局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全局党员干部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全面促进我市建设行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全局干部党员要认真学
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在
学深悟透上下功夫，要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首
要政治任务，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对照年初的目标任务，
一项一项落实，做到学做结合，围绕推动
我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加快
全市城镇污水处理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加大保障房建设分配等方面，
落细、落小、落实，全面促进我市建设行业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闵志 特约通讯员吴东
晓）11月6日，市残联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会议，集中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市相关会
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我市残疾人事业各
项工作。

会议要求，市残联全体党员干部要
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的重大意义，要紧紧结合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为动力，切实统一思想和
行动，坚决拥护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
各项决定；要认真做好传达学习、贯彻落
实工作，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
潮；要结合残联工作实际，进一步解放思
想、开拓创新，努力做好残联当前工作和
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努力推动我市残疾
人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邓耀瑞 潘洁婷
通讯员曾星宇）11月6日，由市人社局
主办的推进湛江市“南粤家政”促进就
业工程系列活动举行，同时湛江市“南
粤家政”创业争先赛、湛江市“南粤家
政”网络平台上线运行正式启动，为湛
江家政行业培训、就业、创业提供良好
平台。

主办方为10家市级培训示范基地
授牌，正式启动“南粤家政”创业争先
赛，同时全省第一家由政府引导行业主
办的微信公众号“南粤家政”家政服务
网络平台正式上线，全面落实省市关于

“南粤家政”工程决策部署，为家政培
训、就业、创业提供良好平台。

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湛江把“南
粤家政”工程作为建设幸福湛江的重要
民生工程举全力推进，先后出台了湛江
市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30条等系列文
件。“南粵家政”工程实施以来，在全省
率先建立了南粤家政创业孵化基地，推
进“南粤家政”工程在湛江大地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据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我市正打造以家政创业就业与家政服
务为一体的家政服务超市，高起点建立

了区域性微信“南粤家政”公众号网络
服务平合，高标准建设了10家市级家政
培训示范基地，目前完成家政从业人员
培训7321人。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率先将“南粤
家政”工程导入“粤桂扶贫协作”，在柳

州建立了3家“南粤家政”培训点、1家对
口家政扶贫输出基地，并在我市建立了
家政扶贫协作安置点，着力打造“山呼
海应”家政品牌，对口帮扶培训344人，

“南粤家政”工程成为扶贫协作、推动乡
村振兴的有效探索和有力抓手。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湛关宣）11
月6日，记者从湛江海关获悉，该关于近日
举办了为期三天的进口机电产品检验监管
专题培训班，进一步提升进口机电产品的
检验能力，助力我市重大项目建设顺利推
进，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在得到海关总署商检司大力
支持的同时，该关从上海海关、南京海关
等五个海关邀请了多名机电产品检验资
深业务专家现场授课。该关50余名一线
业务骨干参与受训。

据悉，根据我市2019年重点项目建设
计划，多个重大项目陆续在今明两年动
工、投产，湛江口岸将迎来机电产品进口
高峰。为提高进口机电产品检验能力，切
实为地方重大项目建设提供坚强保障，该
关提前介入、主动作为，结合当前“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先后深入中
科炼化、宝钢湛江钢铁、中海油湛江分公
司等机电设备进口大户企业调研，实地了
解企业机电设备进口方面的需求及困难。

同时，针对大项目进口设备的检验、
验收及出现问题索赔等工作耗时长、任务
重、工作量较大，对海关进口机电检验资
质人员及技术专家能力水平要求较高的
情况，该关提前谋划，采取一系列针对性
措施。除前述专题培训外，该关在日常工
作注意加强与企业的密切合作，定期派业
务专家深入企业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及时
发现并帮助解决设备检验、验收过程中产
生的新问题；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完善监
管工作方案，结合关区进口设备检验人员
配置情况，理顺相关设备抽样、检验工作
流程，提高工作实效。

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关检验监管进口
机电设备货值达1.66亿美元，同比增长
83.69％，有力地保障了地方重大项目建设
的顺利有序推进。

本报讯（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胡云
芳）湛江市邮政管理局于11月1日组织全
市寄递企业召开2019年快递业务旺季服
务安全保障动员部署暨安全生产培训会，
对今年快递业务旺季服务和安全保障进
行总动员和具体部署，指导各企业做好旺
季期间安全保障工作，督促企业制定专项
方案和专项应急预案，成立安全机构，层
层压实安全责任，严格落实“三项制度”，
强化隐患排查等。

本报讯（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樊前
黔 黄佩莹）为促进涉农专项资金统筹整
合工作，提高资金使用绩效，11月4日至5
日，湛江市人大财经委联合广东海洋大学
组织调研组深入廉江市开展专题调研。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今后，涉农
专项资金将归并设置为农业产业发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精准扶贫脱贫、生态林
业建设、农业救灾应急和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6大类。涉农专项资金实行“大专
项＋任务清单”管理模式下拨。

据了解，廉江市相关部门正密锣紧鼓
做好项目库的入库工作。目前，通过不断
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廉江市实施一系列
支农惠农政策，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力度明
显加强，资金使用绩效明显提高。

调研组表示，在充分听取意见后，将
认真研究、整理，形成调研报告上报，为基
层财政涉农专项资金的管理工作解决难
点问题。同时，形成建议意见提交明年的
省人代会和全国人代会。下一步，廉江市
各部门将相互配合，资源共享，提高效率，
使专项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伍超
林亚发）11月2日，吴川市人大常委会印
发《吴川市镇（街）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示
范点考核评分办法（试行）》，旨在贯彻落
实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全
省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的指导意见》和湛
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争创人大代表
中心联络站示范点活动的实施意见》，助
推中心联络站示范点创建工作，更好发挥
人大代表作用。

据了解，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示范点
考核实行百分制评定，考核内容包括硬件
配套、组织管理、活动开展等3个方面。其
中硬件配套要求达到“五个有”，组织管理
做到“五到位”，活动开展坚持“五定期”。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侯宇
浩）11月6日，记者从中建路桥湛江大
道路基二标段获悉，为满足现场施工需
要，湖光快线陈铁村路口至厚礼村路口
村段南半幅车道将于11月7日夜间起
进行封闭施工，北半幅车道改为双向通
行，届时将采取限制通行措施，道路限
高4.5米。需要特别提醒广大车主注意
的是，11月7日夜间将进行道路导改，
过往车辆要按照交警指挥通行，谨慎驾

驶，避免发生意外事故。
据施工单位负责人介绍，目前湛江

大道跨湖光快线北半幅车道施工基本结
束，为加快项目建设，项目部决定将于11
月7日夜间开展跨南半幅车道施工。届
时，施工方将联合相关部门，封闭湖光快
线陈铁村路口至厚礼村路口村段南半幅
车道，封闭长度1440米，该段北半幅车道
改为双向通行，进市区车辆可从北半幅内
侧车道通过该路段，车辆速度限制为30

公里／小时。需要注意的是，为确保施工
和通行安全，北半幅车道部分路段已经安
置好防护棚架，车辆限高为4.5米，超高车
辆请避开施工区域道路，另选其他路线。
目前，该方案已获交警部门批复。

施工期间，中建路桥湛江大道路基
二标段将设置警示牌和爆闪灯，提示来
往车辆限制通行速度、变更行驶车道，
请广大驾驶员按照标识牌和引导牌行
驶，注意交通安全。

11月6日，全市“南粤家政”促进就业工程系列活动启动，活动举办方为10家
市级培训示范基地授牌。 本报记者 林石湛 摄

本报讯（记者张永幸）11月6日，
记者从调顺跨海大桥项目建设单位获
悉，目前，调顺跨海大桥主桥桩基础已
全部完成，项目的三条关键线路施工进
展顺利，为实现按期通车的总体目标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悉，调顺跨海大桥两个边墩正在
进行承台施工，两个主墩的下塔柱已完

成，正在进行下横梁施工；钢锚梁和钢
箱梁厂内制造已开工，砼桥面板预制已
完成50％。跨海湾区域的砼连续梁移
动模架现浇施工，东岸左幅已完成1跨，
右幅已完成4跨。引桥东岸箱梁已预制
182片，架设170片，西岸梁场建设已经
完成80％。涵洞、挡土墙、软基处理等
均已完成55％，路基土方完成5％左右。

截至今年10月底，调顺跨海大桥项目
已累计完成投资12.3571亿元，约占概算总
投资的55％，其中2019年度已完成投资
6.7415亿元，约占年度计划8亿元的84％。

调顺跨海大桥为广东省重点工程，

跨越湛江湾连接湛江市调顺岛及海东
新区，全长约9.36公里，总投资21.275
亿元。大桥主桥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
全长591米，主跨296米，整幅桥面宽
37.5米，主梁采用钢砼叠合梁，主塔高
136.9米。大桥设计集交通要道、海湾
景观等于一身，建成后计划成为湛江湾
上一座地标式桥梁。

调顺跨海大桥是湛江市路网规划
中湾区内环的北线组成部分，建成后将
对进一步提升湛江对外交通便捷化、改
变市区交通格局、促进区域开发和城市
发展有一定作用。

市委统战部

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市残联

市住建局

火红湛江

主桥桩基础已全部完成
调顺跨海大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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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谢文

廉江石角镇出实招解民困

打造粤桂两地三镇农产品集市

为就业创业提供良好平台
全市“南粤家政”促进就业工程系列活动启动

湖光快线南半幅车道封闭施工今日夜间起

为地方重大项目建设提供
坚强保障

湛江海关提升进口
机电产品检验能力

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市人大调研组到廉江开展
统筹整合涉农专项资金工作调研

压实安全责任
强化隐患排查

快递业务旺季服务安全保
障动员部署暨安全生产培训会
召开

吴川强化人大代表中心
联络站示范点考评工作

（上接A01）项目建成后可缓解湛江南北
纵向的交通压力，缩短主城区到出城高
速出口的行驶时间，对扩大城市框架有
重要意义。

许顺强调，一要强化领导。省、市领
导高度重视我市重点项目建设，特别是引
调水工程，省里在财政资金上大力支持，
务求又快又好地推进项目建设。希望各
级各有关部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省、市部署要求上来，把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抓紧抓实抓出成
效。建议成立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
总指挥的湛江引调水工程总指挥部，进一
步强化领导。二要强化协调。市有关领
导应积极主动协调建设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和问题，各级各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与
协调，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三要奋力推
进。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项目沿线
县（市、区）领导要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强
化责任意识，不畏艰难，迎难而上，严格按
照时间节点推进，一鼓作气完成重点项目
建设，保证项目按时按期完成。四要确保
质量。这两项重点建设工程都是重大的
民生工程，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千家
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关系到湛江的长远发展，要按高标
准施工，确保工程质量，使工程成为优质
样板工程，造福百姓。五要着眼未来。要
从大局上着眼未来的发展，要高起点、高
标准着眼未来，确保30年不过时。坡头
区是湛江城区扩容提质重点建设城区，建
议将坡头区纳入引调水工程的规划设计，
进一步解决坡头区饮水安全和缓解生活
用水需求。

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市政协经济委、
人口资源委，市国资委、市公路管理局、市
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市财政
局、市发改局、市水务投资集团公司、市雷
州青年运河管理局、中建湛江大道投资建
设公司负责人和麻章区、赤坎区、霞山区、
遂溪县以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市政协委员
代表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