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编者按：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民利益
和幸福出发，提出了“精准
扶贫”的战略思想，开创扶
贫开发新局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把扶贫
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对
扶贫攻坚提出了新思想、
新目标。

珠海对口阳江、茂名，
推进产业扶贫，努力打造
扶贫产业基地，带动贫困
户增收脱贫，效果凸显。
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
宣传新一轮扶贫工作的先
进经验，树立先进典型，营
造良好宣传氛围，进一步
形成脱贫攻坚强大合力，
推动新时代精准扶贫工作
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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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将于2017
年11月21日召开，会期一天半。
根据《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会议旁听办法》的规
定，现将珠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设旁
听席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议设5个旁听席。
二、年满18周岁并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本市公民，或持
有珠海市暂住证在本市工作、居
住的中国公民，或在本市投资、工
作的港澳台同胞、外籍人士（被依
法限制人身自由或者被剥夺政治
权利者除外），均可凭居民身份证
或者其他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
件，向常委会办公室提出旁听申
请。

三、申请旁听会议的登记时间

为2017年11月16日，登记地点
为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科。

四、市民申请旁听登记时，应
由本人填写《申请旁听珠海市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登记表》，出示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交工作单位或居（村）委会介
绍信、两张一寸登记用彩色照片。

五、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审
查并确定旁听人员，发给会议有
关文件资料，安排旁听本次会议。

六、申请旁听联系电话及地
址：

联系电话：2125352
地址：
香洲区人民东路103号1号

楼305室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科
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7年11月13日

珠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旁听公告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近
日，珠海港集团旗下多式联运
项目获得国家级认可。在交通
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全
国第二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
目中，由珠海港集团旗下企业
贵州昌明国际陆港有限责任公
司牵头，联合成都铁路局申报
的《贵州省贵州国际陆港联通
川贵地区——粤港澳大湾区集
装箱铁水联运示范工程》项目
榜上有名。

近年来，为了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入贯彻

落实《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14-2020年）》，加快推进物流
大通道建设，不断完善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
改委联合组织开展多式联运示范
工程建设。珠海港集团主动抢抓
发展机遇，大力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组织贵州陆港公司联合集团战
略合作伙伴成都铁路局，大力争
取贵州省相关单位和政府的支
持，全力做好全国多式联运示范
工程申报工作，携手推动贵州（昌
明）国际陆港加快发展。

据介绍，贵州（昌明）国际陆港

是珠海港集团在西南地区投资
建设的重点项目，也是川贵广—
南亚国际物流大通道的重要节
点。该示范工程项目以贵州（昌
明）国际陆港所辐射的西南地区
和连通的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
支撑端，依托西南出海物流大
通道、二连浩特至北部湾物流
大通道等通道，充分发挥其在
西南区域的区位交通优势，通
过铁路、水路将西南地区与粤港
澳大湾区联通，形成“一平台两
线路多港联动”的多式联运框
架，力争打造为贵州内陆开放型

经济试验区桥头堡，成为连接西
南地区与粤港澳地区及南亚地
区的多式联运型对外开放平台。

珠海港集团负责人表示，
此次项目成功入选国家多式联
运示范工程，不仅实现了贵州省
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零的突破，也
有利于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和
资金补助，助力贵州（昌明）国际
陆港建设，加快畅通川贵广—南
亚国际物流大通道，促进贵州等
西南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高
效联通和互动，更好地服务于我
国对外开放新格局。

珠海港集团旗下多式联运项目入选国家级示范工程

促进西南地区与大湾区联通 本报讯 记者卢展晴报道：由
中国建筑业协会主办的“纪念中国
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
创立30周年暨2016-2017年度
创精品工程经验交流会”近日在北
京举行。记者从珠海香洲区获悉，
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的华发人才公馆（一、二期）荣获

“2016-2017年度中国建设工程
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这也是
珠海本地建筑企业第一次荣获中
国建筑工程质量最高奖项。

华发人才公馆是珠海保障性
安居住房工程之一。记者获悉，
作为该公馆的承建方，香洲本土
企业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
在该项目上在国内率先采用工业
化施工技术，运用自主研发的铝
合金模板技术使脱模后的砼达到
装修标准+预制填充墙，项目无
湿装修施工，从而实现提高质量、
提高效率和减少人工、减少资源
浪费的“两提两减”目标。同时，
还创新运用BIM技术，对项目进
行全过程管理，实现建筑信息模
型的资源共享，为各岗位人员提

供所需数据，为施工提供指导，为
质量关键点、安全可视化提供依
据。

另外，该项目施工还形成了
国家行业标准和广东省地方标准
各1项，应用自主编制的国家级
工法1项，形成省级工法3项，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
专利11项，推广应用“建筑业十
项新技术”中的九大项19子项，
被评为“广东省建筑业新技术应
用示范工程”，整体技术水平评价
为“国内先进”水平。

通过上述措施，华发人才公
馆项目不仅实现了工程质量“零
缺陷”，而且单位工程一次性验收
合格率100％。

据悉，此次建星集团获奖，是
珠海本地建筑企业第一次获得国
家最高工程质量奖“鲁班奖”，标
志着珠海本地建筑企业在工程质
量把控、精细化管理、精益化施
工、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卓越
成就，在行业中树立了标杆，也是
珠海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
又一成果。

珠海本地建筑企业第一次获得“鲁班奖”

华发人才公馆抱回“小金人”

新一轮精准扶贫工作，珠海
对口帮扶阳江、茂名两市的211
个贫困村。根据当地贫困村实
际，珠海因地制宜，突出抓好产业
扶贫，充分发挥珠海市场、技术、
人才、信息等比较优势，积极探索
产业合作帮扶机制，实现市场与
资源有效对接、共赢发展，以产业
扶贫促进精准扶贫取得明显实
效。统计显示，我市已投入产业
扶贫资金28397.35万元，引导社
会资金 23003.387 万元及企业
92家参与产业扶贫，已建成或在
建扶贫产业项目282个，其中初
具规模的产业扶贫基地达 133
个，辐射带动贫困户13391户、
39307人参与产业扶贫，实现增
收脱贫。

新一轮帮扶工作中，珠海以
产业为依托，努力探索脱贫新模
式，开拓对口帮扶新路子。

珠海扶贫工作重在精准发
力、重在产业扶贫。在对口帮扶
阳江、茂名工作中，珠海加大产
业扶贫力度，总结上一轮帮扶工
作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对口
阳江、茂名产业合作方案，重新
修订产业扶贫政策，提出更精准
的指导意见，出台更优惠的激励
政策，力争通过合作开发，发展
带动，确保产业扶贫取得新成
效。

产业扶贫，珠海统筹谋划，
创新机制，探索帮扶新路子。开

展新一轮对口帮扶以来，我市
先后出台对口帮扶阳江、茂名
产业扶贫政策及相关实施细
则。其中，在帮扶激励政策方
面，市财政每年安排产业扶贫
专项资金3000万元，大力扶
持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对验收
合格的扶贫产业基地，也按不
同等级每年给予10-60万元
奖励。与此同时，大力推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企业到
珠海对口帮扶村投资，建设特
色农业品加工，休闲农业或乡
村旅游项目者，给予适当的产
业扶贫资金奖励。此外，对参
与产业扶贫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助力扶贫基地农产品销
售的流通平台等也给予一定
的支持与奖励。

产业扶贫，珠海探索新模
式。其中，对原有产业基础的
贫困村，整合提升原有产业基
础，引进企业对接基地，成立合
作社，带动农户实现适度规模
经营，实现脱贫致富。如高栏
港区对口帮扶高州市镇江镇江
口村成为这样的示范典型。江
口村引进高州市新芝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珠茂火龙
果庄园，通过“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运作模式，带动
200多户农户增收，辐射全村
及全镇发展，实现江口村整村
脱贫。

此外，对于缺乏产业基础
的贫困村，对口帮扶单位帮助
牵线搭桥，引进企业投资建设
示范基地，以企业为主导，带
动农户发展生产增收。万山
区帮扶电白区6个贫困村，正
是引进深圳日兆光伏能源有
限公司合作，投资建设光伏发
电产业扶贫项目，带动6个村
498户贫困户脱贫。农村带头
人是产业扶贫的领头羊。珠
海保税区对口帮扶信宜市北
界镇石订村建立种养生态园，
调动农户自我发展内生动力，
成立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
130多户农户，种植柠檬、沙糖
桔、火龙果、蜜柚，同时实施林
下养家禽，山上养殖土猪，打
造良好循环生态农业系统，脱
贫效果明显。

产业扶贫，珠海还努力建
立和完善长效机制。首先，以
市场为导向，鼓励流通企业根
据市场的需求，主动对接生产
基地，实现按需生产、订单生
产；其次，发挥企业带动机制，
引导农户个体分散经营转变为
与企业合作的适度规模经营；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建立稳定
的合作关系，实现共赢发展。
珠海产业扶贫还积极探索合作
共赢机制，发挥珠海和阳江、茂
名两地优势，合作共赢。

本报记者 陈翩翩

本报讯 记者赵岩 见习记者
罗汉章报道：11月11日，全国高
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7年年
会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本次会
议有来自全国各地500多所高职
院校的近1300余名院校领导参
会。会上，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简称“城职院”）荣获高等职业
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

据悉，此次全国高职高专校长
联席会议秘书处围绕“特色·协调·
共舞”主题，面向全国职业教育战
线征集遴选了部分改革发展案例，
在年会上进行展示。珠海城市职
业技术学院选送的4个典型案例
从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3
所院校上报的491个案例中脱颖

而出，成功入选全国高职高专校长
联席会并进行现场展示。

在此次大会上，还进行了“高
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颁奖典
礼，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荣获
50强荣誉。据悉，近年来该校充
分利用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进一
步加强与美国、德国等职教先进国
家与地区的交流合作，深化职教先
进理念和方法。粤德职业教育合
作珠海基地被确定为省级基地，成
为广东省首批德国AHK合作“中
德合作学校”；该校与美国皮马社
区学院、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等进行
教育学术合作，不断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拓展学生升学就业渠道，开
创国际化办学新局面。

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

珠海城职院入选

我市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依托产业帮扶打赢脱贫攻坚战

帮扶阳江茂名建成产业基地282个

（上接01版）他强调，要吃准岭
南农业内涵，科学发展生态农
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
施与城区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要做好工匠培训，形成一套系
统的古村居修缮、改造技术路
线，确保当地传统生活元素得
以保护和延续，充分调动村民
积极性，自觉改善村居环境。

13日，许瑞生到香洲区深
入社区调研背街小巷和小区环

境整治工作，并详细了解了市民
文化事业建设情况。

在白沙河时光街区和莲花山
小区，整洁优美的道路、舒适的居
住环境、和谐的邻里关系都给许
瑞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强
调，社区环境提升最终受惠的是
居民。在环境整治提升过程中，
不仅要做到干净整洁，还要力求
美观有特色。

联安市民艺术中心是拱北街

道最大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空
间，结合市民需求量身定做提
供多类公共文化服务，受到周
边居民的普遍好评。据介绍，
目前香洲区已建成两个镇街市
民艺术中心。许瑞生表示，市
民艺术中心要注重文体结合，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共享社区
文化活动资源，积极发动具有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志愿者加入
到社区服务中。

随后，许瑞生还先后到北
山村、前山街道福石社区、乐士
文化区调研考察，对我市历史
文化名村、社区工作、文化产业
园建设等工作给予了高度肯
定。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张
少康、省体育局局长王禹平、省
环保厅副厅长李晖、省体育局
副局长麦良，市领导张宜生参
加调研。

科学发展生态农业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