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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引调水工程第二标段

湛江经开区开展新冠肺炎
聚集性疫情应急处置演练

“三箭齐发”
按下项目建设
“快进键”

筑牢疫情防线
提升防控水平

1 月 11 日，湛江市引调水工程引水隧洞顺利进洞施工。

近日，入冬以来最强的一股冷空气南
下“奔袭”湛江，导致气温骤降，但在湛江
市引调水工程第二标段施工现场，中国水
利水电工程十一局项目部建设者们却不
畏寒冷，坚守在一线，抢抓黄金施工期全
力冲刺，不断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障湛江城区、廉江和遂溪供水安全和城
市发展用水需求。
1 月 11 日，挖掘机、运输车的声音在
湛江市引调水工程取水泵站建设现场不
绝于耳。时下，虽然天寒地冻，但走进泵
站工程建设工地，记者感受到的是一派热
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工人们正在马不停蹄
地赶工期。
“我们全天 24 小时施工，撸起袖子加
油干！”据中电建十一局项目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取水泵站是管线最重要的一颗
“心脏”，由泵站前池、主厂房、副厂房、安
装间、压力箱、出水压力钢管、管理楼、候
工楼、应急投加室、仓库等组成。目前正
在挖基础，下一步将对开挖后的基础进行
处理。

取水泵站加快开挖基础

引水隧洞顺利进洞施工

作为一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工程、民
生工程，湛江市引调水工程从鹤地水库
直接引水到湛江市区，输水线路总长约
61.9 公里，投资估算 33.57 亿元。项目在
鹤地水库运河枢纽上游东北侧约 500 米
处建取水口，渠首东北侧建加压泵站，沿
廉 江 东 环 大 道、原 廉 湛 快 线 规 划 路 线、
325 国道、湛江大道、湖光快线建设输水
管道，引水至赤坎、麻章、霞山各个水厂，
同时给沿途的廉江、遂溪预留分水口，保

随后，记者来到取水口区域，同样看
到一片繁忙的施工景象。冬日寒风彻骨，
现场机器轰鸣，时而还响起工人们的吆喝
声、钢与铁的摩擦声，奏出一曲动人的劳
动交响曲。
“这里是整个引调水工程水源汲取的
源头，取水口施工至关重要，关系着整个
湛江市引调水工程。”中电建十一局项目
部负责人王辉告诉记者，取水口施工内容
包括钢板桩、填筑平台、闸室、地下连续

落实
“六稳”
“六保”
一线见闻
本报记者曹龙彬
通 讯 员常洪东 马文潇 李家山

扫黑除恶
重拳出击
本报记者邓耀瑞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徐闻
县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把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紧贴徐闻实际，及时
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深挖彻查、依法查处和
严惩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持续攻坚突破，
为
夺取专项斗争全面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牢固树立“全县一盘棋”工作思路
在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过程中，徐
闻县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省和市的部署上来，精心组织开展好
扫黑除恶专项宣传活动。根据上级相关
文件要求，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对标任务，落实责任，
主动作为，积极履职，推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
的工作格局，在全社会形成对黑恶势力人
人喊打的浓厚氛围，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攻坚战，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

聚焦“六个坚持”持续深入推进
徐闻县多措并举，紧紧围绕“六清”行
动任务，通过“六个坚持”推动扫黑除恶向
纵深发展取得实效。截至目前，实现中央
督导组、全国 12337 举报平台和省下发线
索
“清零”
，
实现省下发追逃任务
“清零”
，
实

墙、支撑体系、钻孔灌注桩和交通桥等。
其中地下连续墙按照工程设计共 16 幅，目
前已完成施工两幅，下一步将继续推进地
下连续墙的施工。
为了能够按时保质完成施工任务，引
水隧洞同步进行施工。引水隧洞为全断
面混凝土衬砌的有压圆形隧洞，隧洞总长
631 米，衬砌厚度 0.5 米，衬砌内径 3.2 米，
隧洞坡度 0.33％。目前隧洞出口段已经
开挖完成，并顺利进洞施工。施工人员李
师傅告诉记者，他来自四川，参加过全国
各地多个水务项目建设。这次是他第一
次来湛江，非常喜欢这里的工作氛围，更
乐意为湛江的建设添砖加瓦。
据悉，该工程自施工以来，一直是 24
小时不间断作业，数十名施工人员以“三
班倒”的形式加班加点，确保如期完成工
程任务。

管道钢管安装完成 293 米
在位于廉江东环大道附近的施工现
场，记者看到，在围蔽的作业区里，工人们
正在进行管道敷设作业，现场机器轰鸣，
焊花四射，同样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
场面。而在他们身后，一条初具雏形的管
道向远方延伸。
项目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第二
标段输水管线为泵站—东环大道起点

本报记者李忠 通讯员李家山 摄

段，输水干线总长约 5 公里，主要施工内
容包括管槽土石方开挖、基础处理、土方
回填、混凝土浇筑、钢管安装等。目前，
钢管已安装 293 米，下一步继续开展管道
敷设作业等。
据了解，项目部自进场以来，克服困
难，主动出击，联系建设单位、属地各管
理单位，多次召开协调会，尽快腾出工作
面开展施工。在施工管理上，根据建设
单位粤海水务集团的要求，中电建十一
局项目部倒排施工计划，以日保周、以周
保月，最大限度地安排人力和物力，多点
开花。项目部还制定了《工程质量奖惩
制度》
《安全生产各项应急预案》等多项
制度规定，在工程建设中认真落实“一岗
双责”，加强入场三级教育培训，强化现
场风险分析和隐患排查双机制管控，实
行安全、质量“一票否决制”，加大安全质
量 巡 查 力 度 ，并 进 行 周、月 安 全 质 量 检
查，使施工全过程处于受控状态。通过
“三箭齐发”多点开花，推动项目建设进
入“快车道”，目前该标段已完成合同工
程总工程量 15％左右。
在这个寒冬，湛江市引调水工程建设
者们坚守在各自平凡而重要的岗位上，用
自己的热情给寒冬增添了温暖，用敬业和
担当诠释了实干精神，也为工程建设早日
圆满完成贡献了
“加速度”。

本报讯 （记者路玉萍 通讯员唐少连
阮春华）1 月 12 日上午，湛江经开区开展
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应急处置演练，进一
步调动各方疫情防控的积极性，筑牢疫情
防线，提高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应急
处置和组织协调能力。经开区有关领导、
市疾控中心、社区群众代表参与观摩疫情
防控演练。
本次演练采取以实战为主、模拟为辅
的方式进行，共设置品先（湛江）水产有限
公司、阳光花园小区等 2 个演练地点，模拟
冷冻食品外包装核酸检测呈阳性、小区出
现一例疑似新冠肺炎本地病例等情况，开
展了现场封锁管控、核酸阳性冷链食品处
置、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组织动员和信
息登记、现场采样、标本收集与运转、隔离
点安置与密切接触者转运、环境消杀、居家
观察人员的生活保障等环节的演练，演练
过程紧张有序。经开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对
演练过程进行详细分解，并根据场景划定
责任单位，用现场模拟的方式，全面梳理了
疫情处置的相关工作流程。应邀参加观摩
的专家，现场点评演练过程中出现的重点、
难点问题和薄弱环节。
据了解，为做好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工
作，经开区坚持不懈落实“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人物同防”策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齐短板、补不足、堵漏洞，抓实抓细各项防
控措施。下一步，该区将继续强化指挥运
行机制，相关单位建立疫情处置队伍，做好
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积极推进疫苗接种
工作。成立农村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加强
农村疫情防控工作，严格控制人群聚焦性
活动，禁止 10 人以上的聚餐，严禁举办年
例等大型人群聚集的喜庆、民俗活动。抓
好校园疫情防控，安排学生分批次有序放
假离校，来自国内高中风险地区的教师就
地过年。落实行业主管、政府属地管理责
任，做好物资保障工作，各单位根据职能做
好“八项准备”，同时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加强“三人小组”工作，保持“哨点”敏感
性。针对重点部位加强防控，加强进口冷
链的监管工作，严格落实水运口岸疫情防
控工作，集中医学隔离场所加强管控工作，
做到“十个必须”。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和消毒保洁，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工作。

在演练现场，医护人员对小区居民进
行核酸采样。
通讯员 唐少连 摄

传递正能量

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徐闻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围绕
“一个思路”抓实
“六个坚持”
现第一阶段案件办理任务“清结”，2019 年
强化协同办案。建立日常联络机制，落实
纪 律 检 查 建 议 书 和 纪 律 监 察 建 议 书 55
被湛江市列为先进县（市、
区）通报表扬。
定期联系制度，出台《徐闻县政法机关与
份，徐闻县法院发出司法建议书 11 份，县
坚持高位推动。始终把扫黑除恶专
纪检监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移
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书 18 份，徐闻县公
项斗争作为“一把手”工程推进，纳入党委
送和反馈查看机制》，强化协调侦办，推动
安局发出公安提示函 46 份。
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平安建设（综治 “一案三查”。
坚持发动群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工作）年度考核、纳入县委督导巡察工作
坚持固本强基。着重从“抓整顿、强
的发展理念，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提高扫
内容。敢于刀刃向内，对工作落实不力、 队伍”两个方面入手，基层组织建设基础
黑除恶专项斗争知晓率，通过开展“普法
责任不到位的 1 名镇委书记、1 名镇委副
不断夯实。该县对 27 个村（社区）党组织
大篷车”送法下乡、
“ 送戏下乡”、平安建
书记、1 名公安派出所所长、1 名镇国土所
列入“软弱涣散”进行整顿，其中因有涉黑
设、禁毒反邪暨“三项测评”等多种形式宣
长就地免职；诫勉谈话镇委书记 1 名，撤职
涉恶村组干部被列入整顿的党组织有 3
传发动；建立线索举报奖励制度，奖励举
镇委副书记 1 名。
个。采取领导挂点方式，建立“五个一”机
报 6 人次共 3.9 万元，激发群众参与专项斗
坚持严打高压。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制，全力推进“软弱涣散”整顿。目前 27 个
争积极性；在微信、微博、手机报和公众号
该县公安机关主动作为，采取对黑恶势力
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已，转入巩固提
等新媒体平台发布推介扫黑除恶微电影
犯罪露头就打、群众举报和循线追踪等
升。该县努力净化基层队伍，建立村干部 《重拳出击》，点击量超过 60 万次。
“ 三 个 打 法 ”，该 县 共 立 涉 黑 恶 案 件 752
选拔任用联审机制。坚持以实施农村党
注重“以案教育”打造典型示范
宗，破案 610 宗，刑拘 661 人，逮捕 546 人； 组织“头雁工程”为重点，采取“队伍净化”
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 2 个、恶势力犯罪集 “队伍孵化”
“队伍提能”等措施，全面提升
徐闻县通过打造下洋镇及下洋镇墩
团 4 个，侦破涉恶团伙 40 个；收缴、扣押、 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和干部素质。
尾村、城北乡头铺村、南山镇槟榔村以案
查询冻结涉案财物折合约 1.2 亿元；查处
坚持源头治理。徐闻县委、县政府
治本“四个一”，即一案一回访、一案一剖
16 名公职人员、5 名村（社区）
“两委”干部
精准研判实际，从县的层面组织推动涉
析、一案一治理、一案一教育的典型示范
及 1 名群众党员，有效地震慑了黑恶势力
土地突出问题、房地产领域涉稳突出问
点，通过示范点的辐射作用，以点带面，依
犯罪。
题和交通安全等 3 个专项治理。2020 年
法从严惩处黑恶势力犯罪。
坚持“伞网”并除。徐闻县纪委监委
以来，共化解了 604 宗涉土地信访积案，
同时，坚持边打边治边建的工作理
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重点查处党员干
有效压减交通事故，减少各类矛盾纠纷， 念，注重以案治本，发挥以案促改、以案促
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问题，强化组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建立人大、政协联
建、以案促治、以案促教的作用，带动全县
织领导，实行领导包案，集中办案资源和
系监督“十大行业”专项治理工作机制，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人员力量，对涉黑涉恶“保护伞”问题线索
助推行业正本清源。县纪委监委、公检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结合“扫治建”，从整
优先核查。强化线索排查及案件办理。 法等部门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利用“三
顿干部队伍、美化村容村貌、改善治安环
截至目前，共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 111
书一函”，加强与行业领域主管部门的信
境入手，围绕行业乱点、乱源，集中开展整
条，已全部办结；立案 63 人，其中涉黑恶
息共享和工作联动，推动行业治乱。专
治，维护行业秩序，夯实基层基础，不断增
15 人，涉“保护伞”28 人，失职失责 20 人。 项斗争开展以来，徐闻县纪委监委发出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老党员捐赠防疫物资
本报讯 （记者赖寒霜 通讯员潘小丽）
天气虽冷，情暖人心。1 月 12 日，廉江市
横山镇横山社区党支部书记黄建华向镇政
府捐赠了一批防疫物资。
当天上午，黄建华把满载防疫物资的
汽车开到镇政府门口，把医用外科口罩 3
万个、酒精 160 瓶、医用洗手液 40 瓶，探温
枪 15 支等物资捐赠给镇政府。黄建华说：
“我是一名老党员，这只是尽了一名党员一
点绵薄之力，希望能为横山的疫情防控工
作出点力。”
据悉，2020 年年初疫情防控紧张，市
场上口罩脱销，黄建华费尽周折采购 4000
多个口罩无偿捐赠给镇政府，为奋战在防
控工作一线的镇村干部提供了保障。

老人行动不便
交警送其回家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雷鹏）近日，在霞
山人民大道南国贸路口，一位年迈老奶奶
推着轮椅在路中央颤颤巍巍缓慢行走，此
时，正逢晚高峰交通繁忙时段，在国贸路口
执勤的交警霞山大队辅警向卫平看到此情
形，立即小跑上前引导过往车辆让行，帮助
老奶奶安全过马路。经询问得知，老人正
准备回家。当时天色已晚，向卫平想到老
人独自回家，很不放心。正好“铁骑”陈家
辅巡逻执勤经过，了解情况后便接过轮椅，
送老人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