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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红树林碳汇项目

被收录进《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张永幸）10 月 19 日，自
然资源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题
为：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红树林变“金
树林”助推实现碳中和——广东湛江红
树林造林项目。
此前，10 月 14 日，在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基于自然解决方
案的生态保护修复”论坛上，自然资源部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发布了《中国生态修
复典型案例集》，共含 18 个案例。这些案
例是从相关部委、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公益组织等单位推荐的 127 个案例中
遴选而出，兼顾生态系统类型的多样性、

文明创建

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李海莉）
10 月 20 日，湛江市“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
会工作双百工程”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
务站（点）挂牌仪式在霞山区新兴街道举
行，标志着全市 121 个乡镇（街道）社工站、
210 个村（居）社工点如期挂牌启动，实现
全市乡镇（街道）社工站 100%覆盖。市民
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妇联、残联等部门相
关负责人为社工站揭牌。
“双百工程”是广东社工“双百计划”的
全面升级。2017 年以来，省民政厅实施
“双百计划”，分两批建设了 407 个镇（街）
社工服务站，社工立足镇街、深入村居，为
有需要群众、家庭、社区打通民政服务“最
后一米”。在“双百计划”4 年实践经验基础
上，今年开始，全省正式启动“双百工程”，
解决民政、妇联、残联等服务对象日益增长
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与薄弱的基层兜底
民生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营造共建共治

高质量完成市政协委员
人选推荐考察工作
本报讯 （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卢玮）
10 月 20 日，政协湛江市第十四届委员会
委员人选推荐考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研
究部署市十四届政协委员人选的推荐和考
察工作。
会议指出 ，做好市政协换届工作，对
于加强我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巩固
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凝聚社会
各界力量奋进新时代，推动湛江全力建设
省域副中心城市、加快打造现代化沿海经
济带重要发展极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各单
位要提高站位，
统一思想，
充分认识做好市
政协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要严把标准，
统一口径，规范开展市政协委员人选推荐
考察工作，把各条战线、各个阶层、各人民
团体中优秀代表人士推荐出来。要强化党
的领导，压实责任，
认真谋划，
密切配合，
高
质量完成市政协委员人选推荐考察工作。
会议还就市政协委员规模、结构、名额
分配、条件、对象、推荐提名程序及工作要
求等事宜作了详细的说明。

市慈善会表彰
15 家爱心单位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黄生）
10 月 20 日，湛江市慈善会举行第四届第
一次会员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市慈善会
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
财务报告及《湛江市慈善会章程（修订草
案）》等，选举产生市慈善会新一届理事会
和监事会成员，表彰了 15 家疫情防控捐赠
工作贡献突出爱心单位（如图，本报记者
李嘉斌 摄）。
会议指出，
“十三五”时期，
我市慈善与
社会工作主动融入市委、市政府发展战略，
积极参与社会重大事件和危机干预，在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据了解，2020 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市社会各界爱心单位
和个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纷
纷行动、慷慨解囊，
踊跃通过慈善会参与捐
赠活动，为全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了慈善力量。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市慈善会共接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捐赠款
物 499.64 万元。为褒扬在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捐赠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树立慈善标杆，
弘扬慈善精神，
市慈善会对
表现突出的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金岭糖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15 家单
位进行表彰。

生态问题的典型性、修复手段和方法的综
合性，体现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修复、
综合治理。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约 2 万公顷，是我国红树林面积最
大的自然保护区。今年 6 月 8 日，广东湛
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自然
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北京市企业家
环保基金会，签署“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
首笔 5880 吨的碳减排量转让协议，标志
着我国首个“蓝碳”交易项目正式完成。
这为红树林等蓝碳生态系统的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途径提供了示范，在鼓励社会资

本投入红树林保护修复、助推实现碳中和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国际候鸟重要迁徙通道，是留鸟的栖
息、繁殖地，也是候鸟迁徙停留地和越冬
地，该项目实施后进一步提升了该区域
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为诸多
海洋生物和鸟类提供了大量的栖息和觅
食环境。这对于保护在此越冬的极危物
种勺嘴鹬和濒危物种黑脸琵鹭具有重要
意义，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湛江红树林碳汇项目经第三方核算，

明确碳汇量，通过发挥市场交易机制作
用，有效盘活了自然资源资产，实现了红
树林生态产品的价值，推动了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有机统一。项目通过开发“蓝
碳”碳汇项目，推动建立蓝碳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为后续管护红树林提供新的
资金渠道，促进社区共管。
按照谁修复、谁受益的原则，该项目
所获收益将用于红树林修复管护和科普
宣教等，这将进一步调动各方参与红树林
修复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营造了关注红
树林、珍爱红树林、保护修复红树林的良
好社会氛围。

我市实现镇（街）社工站全覆盖
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我市自实施“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
工作双百工程”以来，得到各级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受到基层干部群
众的认可和欢迎。市委、市政府将实施“双
百工程”列为湛江市十件民生实事之一。
市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妇联、残联五部
门联合印发了“双百工程”实施方案，建立
联席制度、落实配套资金等文件，出台了社
工岗位设置及薪酬待遇指引，完成了人员
整合和督导、社工招聘等工作。各级各部
门迅速反应，上下联动、左右衔接，形成齐
抓共管、扎实推进“双百工程”的工作格局，
努力打通了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创建了
一批群众认可、特色鲜明、可示范带动的社
会工作服务品牌。
揭牌仪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霞山新
兴街道新霞社区社工服务点，并观看了湛
江市实施
“双百工程”宣传片。

助推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项目落户东
海岛，湛江海关一直高度关注该项目的
建设推进情况，
坚持
“一企一策”，深入企
业“讲政策、送信息、听意见”，不断强化
监管、优化服务，积极助推该项目建设顺
利推进。
一个月前，获悉该企业拟进口生产
设备，
东海岛海关提前介入，主动上门向
企业详细解读进口设备在税收、检验等
方面的相关规定，指导企业做好通关申
报工作。设备运抵后，
该关采取
“即到即

检”措施，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实施开箱查
验，认真核对标签、标识，检查设备是否
存在外包装破损、进水、以旧充新等质量
问题，验核无误后，由海关、发货方代理、
企业三方共同签字确认结果。同时，对
进口设备“一机一档”建立跟踪档案，持
续关注设备后续使用情况。
据统计，今年前 9 个月，东海岛海关
共验放辖区各重大项目进出口货物 2205
万吨、货值 427 亿元、征税 49.6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41.9%、
2.2 倍、
2.27 倍。

坡头举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文艺活动
本报讯 （记者陈荔雅 通讯员陈南
利）10 月 20 日，市委统战部、坡头区委
联合坡头区委统战部、南调街道办在南
调街道街心公园举办“庆建党百年华诞
谱民族团结新篇”
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文艺活动。
活动现场，演艺工作者带来了美妙
动人的舞蹈《鼓舞中华》、藏舞《再唱山歌
给党听》和新疆族舞《节日欢歌》，激情澎
湃的诗歌朗诵《读中国》、大合唱《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及民间艺术葫芦
丝演奏等，在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中还
穿插着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
条例》及民族团结相关知识有奖问答互
动环节，参与群众情绪高涨，不时为精彩
的表演送上热烈的掌声。舞台附近还设
置了图文并茂的民族团结知识宣传展
板，工作人员热情地向群众发放民族团
结进步宣传册，
大力宣传国家民族政策、
法律法规和各民族团结基本知识，加深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新民乡村“大喇叭”
传递党音入民心
本报讯 （记者赖寒霜 通讯员张思燕
李秉颖）
“我们要立足实际，继续在疫情防
控、招商引资、生态文明等方面下足功夫，
围绕红色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激发新民镇
红色旅游发展潜力。”10 月 20 日上午，廉
江市新民镇三角山圩社区党支部书记龙成
秋像往常一样，坐在话筒前开讲《喇叭有
约》节目，向全村群众传达学习近期廉江召
开的党代会精神。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助力
乡村振兴，新民镇成立由镇村干部和党员
代表组成的播报团，利用乡村大喇叭开办
《喇叭有约》节目，开设《党史学习》、
《新民
疫情简讯》、
《新民疫情通报》、
《乡村振兴》
等栏目，让群众不出家门就能了解到党的
理论政策和科普知识，感受新时代文明新
风尚。
据悉，三角山圩《喇叭有约》，是以本地
方言通过大喇叭设备终端向村民实时喊
话，以这种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
展党史知识宣传，普及党的创新理论，解读
百年党史，讲解红色故事，让基层群众在潜
移默化中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使党的创新理论入耳入脑入心。
“‘大喇叭’乡音传达党的各类方针政
策，
感觉非常亲切，
《喇叭有约》为村民喜欢。
”
在三角山圩文体广场上散步的李大叔听着
喇叭播报内容，
竖起大拇指点赞。
据悉，新民镇于去年底在全镇 143 条
自然村全覆盖建设乡村大喇叭，并通过《喇
叭有约》节目，向广大党员群众讲党史、讲
振兴、讲和谐、讲担当，传递乡风文明，凝心
聚力，为推动建成美丽和谐新民增添力量。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市委教育工委
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傅小明）
近日，市委教育工委召开教育系统党史学
习教育推进会。
会议要求，进一步深化深化党史学习
教育，全市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要强化政
治站位，在学深悟透上再发力；要强化责任
担当，在
“我为群众办实事”上再发力；要强
化宣传引导，在营造浓厚氛围上再发力；要
强化组织领导，
在高质量推进上再发力。
据悉，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
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认真组织实施，积
极探索创新，学习教育规定动作不走样，
自选动作有特色。充分发挥教育系统优
势开展党史进校园活动，用活学校资源
开展宣讲活动，四级推动扎实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党史学习教育
各项工作全面推进、进展顺利，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

市委老干部局

图为活动现场。本报记者 林石湛 摄
群众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推进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团结
奋斗、共促繁荣发展。接下来，
坡头区将

继续开展一系列民族团结活动，动员广
大群众共同营造和谐、团结、稳定的良好
社会氛围，着力构建坡头区民族工作新
格局。

推动巾帼志愿服务活动在基层全面开花
本报讯 （记者张锋锋 郎树臣 通讯
员黄梦笔 岑嘉俐）10 月 19 日，市妇联
在麻章区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举办湛江市
“乡村文化振兴·舞动巾帼风采”巾帼志
愿服务健身舞培训开班仪式，正式拉开
湛江市“乡村文化振兴·舞动巾帼风采”
巾帼志愿服务活动的序幕。
当日，巾帼健身舞队伍进行了健身
舞表演展示，用优美的舞蹈点燃妇女姐
妹们的健身舞学习热情。
据悉，为切实做好巾帼志愿服务关
爱行动，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文明创建工
作，更好服务妇女群众，市妇联围绕关爱
妇女卫生健康、绿色环保等内容，选派文
艺志愿者深入 10 个县（市、区）重点开展
“乡村文化振兴·舞动巾帼风采”巾帼志
愿服务活动，培育巾帼志愿者骨干，以点
带面建立健全巾帼志愿服务队伍，凝聚
巾帼志愿服务力量，共同为我市全力建
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加快打造现代化沿
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奉献力量。
接下来，市妇联将委托湛江市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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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山新兴街道新霞社区社工服务点，社工接受市民的咨询。 本报记者 张锋锋 摄

东海岛海关高效验放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项目首批成套进口设备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湛关宣）
10 月 18 日，经湛江海关所属东海岛海
关检验监管后，巴斯夫一体化基地（广
东）有限公司进口的首批成套设备顺利
验放。
该批进口设备原产于欧洲，组装后
将用于生产工程塑料等市场热门产品。
“多亏了海关全流程式的服务，
一步步为
我们指引通关流程，确保设备顺利安全
无损抵达基地。”
企业物流部陈经理连连
称赞。

2021 年 10 月 21 日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谢茵）近
日，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
观看电影《长津湖》。通过“看电影、学党
史、唱红歌”等方式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在观影前，大家一起高唱红歌《团结就
是力量》，在歌声中深刻感悟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观影后，大家纷纷表示，此次
党史学习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以看电
影和唱红歌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大家再一次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铭记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激
发了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之情。

市第二技工学校
本 报 讯 （记 者 曹 龙 彬 通 讯 员 陈 志
云）10 月 19 日，湛江市第二技工学校团
委组织开展党史教育学习，为该校新团
员和学生干部上了一堂红色文化教育讲
座课。
活动中，主讲老师结合具体事例，把建
党百年历程生动地呈现在同学们面前。让
同学们进一步知史、明史、懂史，更深刻地
了解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
树立起爱党、爱国的情怀，立志努力学好科
学文化知识，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

提高档案工作质量
和服务水平

10 月 19 日，
培训导师教授学员健身舞蹈。
排舞协会持续在全市各个县（市、区）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巾帼志愿服务健身舞培

本报记者 张锋锋 郎树臣 摄

训，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舞动巾帼风采”
巾帼志愿服务活动在基层全面开花。

本报讯 （记者朱明杰 通讯员郑东）
10 月 20 日，我市在麻章区召开县（市、区）
级综合档案馆业务建设评价现场推进会。
会议总结通报了前段时间在全市范围
开展县（市、区）级综合档案馆业务建设评
价工作情况，要求各县（市、区）要以这次综
合档案馆业务建设评价工作为新的起点，
进一步增强档案工作的神圣感、使命感、责
任感，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全面提高工作
质量和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