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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白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2日下午在北京同俄罗斯
总统普京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
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
习近平通过视频和正在索契的普京互

致问候。
习近平对管道投产通气表示热烈祝贺，

向两国广大建设者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
指出，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标
志性项目，也是双方深度融通、合作共赢的

典范。2014年，我同普京总统见证了双方
签署项目合作文件。5年多来，两国参建单
位密切协作，广大工程建设者爬冰卧雪、战
天斗地，高水平、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向世
界展现了大国工匠的精湛技艺，展示了中俄
合作的丰硕成果。投产通气既是重要阶段
性成果，更是新的合作起点。双方要打造平
安管道、绿色管道、发展管道、友谊管道，全
力保证管道建设和投运安全可靠，促进管道
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

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致决定继续将发
展中俄关系作为各自外交优先方向，坚定
不移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合作。当
前，中俄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
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希望双方再接再
厉，打造更多像东线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拳
头项目，为两国各自发展加油助力，更好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普京表示，在俄中两国隆重庆祝建交70
周年之际，俄中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具

有重大历史意义，将使两国战略协作达到新
的高度。2014年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见证
该项目合作文件签署以来，双方团队在极端
天气下辛勤工作，如期完成了建设，未来30
年里俄方将向中方供应1万亿立方米天然
气，这将有助于落实我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
在2024年将俄中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000
亿美元的共识。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确
保这一标志性战略合作项目顺利实施。

中俄代表分别在黑河、阿塔曼斯卡亚
和恰扬金3个管道沿线站发言，向两国元首

汇报：俄方已准备好向中方供气、中方已准
备好接气。

普京下达指令“供气！”
习近平下达指令“接气！”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俄罗斯东西

伯利亚，由布拉戈维申斯克进入我国黑龙
江省黑河。俄罗斯境内管道全长约3000
公里，我国境内段新建管道3371公里，利
用已建管道1740公里。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
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本报讯 （记者邓耀瑞）12 月 2 日，
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市委副书记、市长姜建军率队到
坡头区调研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工
作，要求规划好农村产业，发展好农村
经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力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坡头加快振兴发
展。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光
祥参加调研。

在坡头区南三镇路西村，姜建军一行

沿着硬底化村道边走边看，认真听取相
关汇报，并与镇村干部交流，详细了解当
地精准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发展情况。
路西村紧靠南三贯岛公路，交通出行便
利，是我市开展生态文明村庄建设较早
的村庄之一，曾获“湛江市卫生村”、“湛
江市生态文明村”等称号。

据悉，今年以来，路西村坚决贯彻上
级工作部署，党员干部带头，群众广泛参
与，打响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多次

出动人员、钩机拆除危房及猪栏牛舍，大
力清理生活垃圾和杂草荒地，村庄人居
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姜建军对路西村以党建引领、党员
带头、乡贤反哺、群众参与、合作共赢模
式建设新农村，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做
法给予充分肯定。他要求，坡头区要不
断归纳总结，相互交流，错位发展，形成
特色，充分用好中央重视“三农”、扶持

“三农”的好政策，规划好农村产业，发展

好农村经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力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坡头加快振兴
发展。

当天，姜建军走访慰问了梁土六和
梁罗生两户贫困家庭，了解他们的生产
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勤劳致
富，早日脱贫奔康，并为他们送上慰问品
和慰问金。

此外，姜建军一行还调研了坡头区国
有建设用地利用有关情况。

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坡头加快发展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周文韬）
11月29日，北方多地已白雪皑皑，而湛
江依然暖阳如春、鸟语花香。记者在调
顺跨海大桥采访时，就与一群栖息于此
的鹭鸟来了一场美丽邂逅，目睹“鸟儿与
大桥共舞”的和谐有爱景观。

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桥墩迎风而立，
调顺跨海大桥91号主塔下横梁正在进行
混凝土浇筑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以“风调
雨顺，湛江红门”为寓意的调顺跨海大桥
已初现轮廓。

不久的将来，一虹飞架东西两岸，将
构筑起湛江市“北连高速、南通港区、西进
城区、东接机场”的对外快速连接通道。

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周边环境却依
然宁静祥和。郁郁葱葱的红树林，随风
摇曳的水草，肆意生长的野花，振翅翱翔
的小鸟……岛上的原生态与现代化的大
桥相映成趣，拿起手机随手一拍就是一
幅水墨画。

不时可看到几只白鹭或结伴在水草
丛中栖息，或在岸边“对镜梳妆”。不远处
的红树林里，也有它们觅食嬉戏的身影。
来来往往的工程车没有惊扰它们的雅兴。

“吱吱喳喳吱吱吱……”偶尔，一群
穿着“花衣裳”的鸟儿唱着歌在空中画出
各种弧线，平添生趣。

“结束一天的工作，欣赏一下周边的
美景，听听小鸟唱歌，什么烦恼都没有
了！”中铁大桥局调顺跨海大桥主塔建设
负责人蒋稳齐笑言，这群大自然的小精
灵给大桥施工人员带来了许多欢乐。

随项目在湛江“安营扎寨”，近两年
大桥人手机里都少不了有几张小鸟的

“倩影”。“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不同种类的

小鸟，秋冬季又来了许多候鸟，成群结队
掠过大桥、飞过项目部，场面非常壮观！
湛江的摄影爱好者也经常来这里拍照。”
钢筋加工厂负责人蒙和鹏说。

这幅“绿色发展”生态图景的构筑，
与大桥项目部在环保措施方面所作出的
努力密不可分。

自2017年动工以来，项目施工一直

采用旋挖钻、液压振动锤、静音型电动振
动锤等先进机械、低噪声设备；对易产生
噪音的钢筋加工厂，则采取封闭管理，有
效控制施工噪音。

为了保护水体和红树林，钻孔桩施
工产生的钻渣由专业单位运至指定的地
点进行处理，避免污染水体和堵塞航道。

仔细观察还能发现，施工现场设置

了休息亭，内设垃圾桶、烟灰缸等设施，
时刻提醒现场作业人员自觉保护环境。

“作为广东省重点工程、湛江市首个
PPP项目，调顺跨海大桥不仅要建成促进
区域开发和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更希望
打造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
发展的标杆项目。”中铁大桥局调顺跨海
大桥项目经理部党工委书记郭琦琳说。

调顺跨海大桥“绿色施工”勾勒生态文明水墨画——

一桥飞架海天间 一行白鹭舞翩跹
进行时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林宇云 通讯员曹锐）
12月 2日上午，湛江中心人民医院举行

“广东省高水平医院”暨“广东省博士工作
站”揭牌活动，翻开了该院高水平医院建
设历史性的一页。市委副书记、市长姜建
军，副市长崔青参加活动。

我省于去年6月启动高水平医院建设
“登峰计划”，省委、省政府计划3年内投入
90亿元重点支持30家高水平医院建设。
今年7月，湛江中心人民医院等8家医院
成功入选为第三批高水平医院重点建设
医院。近半年来，该院高水平医院建设取
得初步成效，医疗技术创新气氛浓厚，学
科建设补短提优初见成效，科研平台建设
迅速推进，人才集聚效应初步形成，科研
能力及产出大幅跃升，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体系显露雏形。

而另一面牌子同样“含金量”十足。

经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批准，湛
江中心人民医院等426家单位获批设立
广东省博士工作站，将打造吸引、集聚青
年高层次人才的重要载体，在实施人才强
省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创新人才高
地中发挥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

姜建军指出，近年来，湛江中心医以易
址迁建为契机抓建设发展，综合实力和科
研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特别是今年，在
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厚爱下，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在医院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湛
江中心医在全省66家三甲综合医院激烈
角逐中脱颖而出，正式被列为广东省高水
平医院重点建设医院，并被批准设立广东
省博士工作站。这两块“军功章”的获得，
必将为医院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必将
积极推动我市构建医疗卫生高地。希望湛
江中心医不辱使命，抓住新机遇、借助新平
台，在高水平医院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上

取得更大成绩，给湛江及周边地区老百姓
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为湛江加快建设
省域副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崔青表示，希望湛江中心医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标高水平
医院标准，对标博士工作站建设要求，结
合湛江市卫生健康“十三五”规划和建设

“健康湛江”的需求，查准差距，以患者的
需求为导向，精准施策，推进高水平医院
建设取得实效。

湛江中心医喜挂“广东省高水平医院”“广东省博士工作站”牌子

紧抓新机遇建设高水平医院

11月29日傍晚，一群白鹭在调顺跨海大桥附近觅食。 本报记者 张锋锋 摄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黄守超）
近日，我市首单外贸综合服务代办退税业
务在廉江成功办理申报，审核办理代办退
税20.75万元。这标志着湛江市外贸综合
服务业务打开崭新发展局面。

“外贸综合服务”作为《对外贸易发展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作为国家重点培育
的三大外贸发展新业态之首，是以互联网
信息服务平台为载体，为生产型中小企业
报关报验、物流、退税、结算、融资、信保等
进出口环节提供一体化专业服务。

自国家推广外贸综合服务业务以来，
湛江市税务部门为主动对接全市传统外贸
出口企业及中小企业需求，辅导相关退税
政策，提供备案、核查、咨询等服务。开展
中小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代办退税业务，可
促进经营规范化、出口业务专业化，借助外
贸综合服务平台提供的一站式服务，提高
退税效率，借助前置风险监控机制，形成合
理的价格参考区间，借助收汇风险提醒机
制，化解出口退税风险，为湛江市中小企业
打开一条通往国际市场的大道。

我市成功办理首单外贸
综合服务代办退税业务

为中小企业进出口
提供一体化专业服务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汪浩军）近
日，中冶宝钢第四分公司完成冷轧产品包
装发货116万吨，实现了包装质量“零”投
诉，得到湛钢业主和用户的信赖。

产品包装是冷轧钢卷生产的最后一道
工序。中冶宝钢把确保产品包装质量“零”
投诉列为包装作业的终极目标，全面展开
质量意识培训、强化岗位作业标准、健全工
序互检、发挥专检把关作用，打牢包装质量
的基础。

同时，该公司定期回访业主和用户，第
一时间把质量信息要求落实到工艺体系、
包装资材制作、包装操作岗位，形成了快速
响应的“直通车模式”，确保了各类型用户
的需求快速准确落地，有效助力湛钢冷轧
产品快速拓展汽车、家电、电气等用户市
场，使湛钢冷轧产品成为市场的“抢手货”，
经济效益稳步提升。

中冶宝钢完成湛钢冷轧
钢卷包装116万吨

包装质量“零”投诉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宋伟光）12月2
日上午，在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市住
建局工作人员签发了我市首张建设工程企
业资质电子证书，标志着我市建设工程企
业资质证书正式启用电子证书，今后不再
颁发纸质证书。这是我市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
一项具体举措。

发证机关将统一对原核发的纸质证书
分批次换发电子证书，企业已取得的纸质
证书在有效期内可继续使用。对尚未统一
换发电子证书的企业，因企业名称、注册资
本、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发生变化申请办
理变更的，以及遗失补办的申报事项，不再
颁发纸质证书，改为颁发电子证书。

首张建设工程企业
资质电子证书签发

四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