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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通过科技部验收

加速打造科技农业产业集群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
记
者昨日获悉，
位于斗门区的珠海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日前通过科
技部验收。园区将以此为契机，
加速打造科技农业产业集群。
广东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以下简称园区）位于斗门
区，是 2013 年 9 月国家科技部
批准成立的第五批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之一，也是珠三角面积

第一次全国
海洋经济调查之

专题调查的内容

最大的农业科技园区。园区规划
面积约 312 平方公里，约占我市
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包括斗门
区莲洲镇、鹤洲北垦区以及白蕉
镇和斗门镇部分区域，共涉及 57
个行政村、2 个农场和 1 个垦区。
2015 年由广东省科技厅编
制的《广东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
力评价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
珠
海农业科技园区创新支撑条件排

名全省第一。园区自创建以 农 业 产 业 集 群 ，加 速 形 成
来，共投入发展建设资金 42 亿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元，引进一批“精、尖、高”的投 享”
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
资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100 亿
据悉，园区先后获得国
元，2016 年园区总产值达 108 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
中国
亿元。重点培育和扶持 26 家 河口渔业示范区（全国首个，
市级及以上龙头企业，
8 家龙头 也是目前唯一的国家级河口
企业列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3 渔业示范区）、全国都市型现
家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园区 代农业示范区和中国
“海鲈之
将以此为契机，加速打造科技 乡”
等称号。

我市人工鱼礁试验示范成果显著
建设海洋牧场 推进现代渔业发展

综合
珠海对口帮扶阳江成果丰硕
民生社会事业大发展 人民幸福感倍增

□本报记者 陈翩翩
日前，由珠海对口帮扶阳江指
挥部牵线搭桥并力促引进的广州宝
风游艇项目正式动工，项目以生产
研发军民两用高速船艇，广泛应用
于观光、旅游、水上运动及海洋执法
与搜救等。项目总投资 2 亿元，占
地 3 万平方米，项目建成投产后预
计可实现年产值 2 亿元。
开展新一轮对口帮扶工作，是
确保全省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
有力举措。珠海对口帮扶阳江工作
开展以来，珠海对口帮扶阳江指挥
部真抓实干，
在重点促进产业招商、
产业园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城区扩
容提质等七项重点事业基础上，关
注民生，
推进民生社会事业发展，
努
力提升阳江人民幸福指数。

推进文教卫事业发展
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
中的专题调查是在筛选确认填
报单位的基础上，对我市境内
海洋工程项目、围填海活动、海
洋防灾减灾、海洋节能减排、海
洋科技创新、涉海企业投融资、
临海开发区建设、海岛海洋经
济情况和自贸区涉海企业情况
等开展的调查。
一是海洋工程项目基本情
况：海洋工程项目名称、类型、
状态、投资额等，海洋工程建
设、施工、运营、咨询、设计、勘
查、海域使用论证、环境影响评
价等单位的经营情况等。
二是围填海规模情况：填
海造地项目和围海项目的名
称、位置、用海面积、状态和投
资额等基本情况。填海造地后
的陆域面积和使用情况，建设
项目状态及运营状况等。
三是海洋防灾减灾情况：
海岸防护设施、海洋灾害承灾
体、海洋防灾减灾机构基本属
性和防灾减灾投入情况等。
四是海洋节能减排情况：
陆源入海污染源基本属性，产
污主体的入海污染物排放情
况，涉海企业的能耗情况等。
五是海洋科技创新情况：
海洋科研机构、涉海院校的研
发机构数量、经费投入、研发人
员和经费支出、课题情况、科技
产出及成果情况等，涉海工业
企业的研发人员和经费支出、
新产品开发及生产情况、专利
情况等。
六是涉海企业投融资情
况：
涉海企业投融资规模，
购买
保险情况，涉海上市公司行业
类别、发行规模等。
七是临海开发区情况：临
海开发区土地、岸线及填海情
况，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对外
贸易、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等。
八是海岛海洋经济情况：
海岛主要海洋产业情况，社会
经济基本情况，海岛基础设施
情况等。
九是自贸区涉海企业情
况：对横琴自贸区涉海企业进
行涉海单位清查，形成涉海企
业名录，通过部门数据共享、直
接采集等方式获取确认的涉海
企业的经济数据。 （陈翩翩）

2017 年东澳增殖放流。

□本报记者 陈翩翩
“最深到海底 30 米，我市
庙 湾 要 投 放 3455 个 人 工 鱼
礁，在庙湾岛西北面 10 米至
30 米等深线范围内，人工鱼
礁错落有序。这片礁区将由
9 个鱼礁群组成，其中一个在
庙湾岛北面、已建鱼礁群的东
面，其余 8 个布置于庙湾岛西
面、已建鱼礁群的南面；鱼礁
群之间相距 200 米左右。”技
术人员介绍。记者从市海洋
农业和水务局获悉，广东省庙
湾大型人工鱼礁示范区一期
工程有序推进，将建设 4.73 平
方公里的示范区。目前，已完
成 1602 个人工鱼礁投放，预
计今年底完成。
人工鱼礁建设工程是 20
世纪兴起的海洋渔业生态工
程之一，是海洋牧场系统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鱼礁
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修复起到
良好作用,成为海洋资源保护
的重要手段。人工鱼礁也是
多种海洋生物的栖息场所,并

对各种生物资源种类组成、物
种丰度等产生影响。
为保护和修复海洋生态
环境，推进海洋渔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我市在万山海域通
过划定禁捕红线、设立渔业禁
捕区、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
流等措施，建设和培育海洋牧
场。海洋牧场的建设，既保持
生态环境与渔业生产良好平
衡，又促进了渔业产业结构调
整，加快了传统渔业向现代渔
业升级的步伐，逐步实现生态
优化、渔业增效、渔民增收的
目标。
早在 2001 年，我市就率
先在东澳岛海域实施人工鱼
礁建设试点工作并取得明显
成效。近年来，我市陆续在万
山海域外伶仃、竹洲—横洲、
庙湾、小万山、大蜘洲等海域
建设人工鱼礁，已建成六大人
工鱼礁礁区。统计显示，省、
市、区共投入建设资金 8520
万元，建造礁体 8793 个，礁体
空方近 26 万立方米，礁区占
海 面 积 1373 公 顷 。 观 察 显
示，礁体投放不久，就有了大
量的贝类和微生物附着，礁区
附近海域“聚鱼”现象越发明
显。人工鱼礁的投放和海洋
牧场的建设，大大提升了养殖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产品的附加值，促进了传统渔
业转型升级，满足了市场对安
全健康渔业产品的需求，也实
现了渔民群众转业增收。
我市还划定禁捕红线，分
期建设渔业禁捕区，在万山海
域全境逐步淘汰近海捕捞，同
时合理规划和调整养殖生产
布局，推广生态健康的养殖模
式，成功试养了企鹅珍珠贝、
管角螺、紫菜、龙须菜、羊栖菜
等高附加值养殖品种等，多举
措推进海洋资源保护，促进现
代渔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是我
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
长 期 工 作 。 近 年 来 ，我 市 积
极 争 取 资 金 ，加 大 增 殖 力
度。自 2012 年至 2017 年，政
府和企业共投入资金 1622.8
万 元 ，放 流 鱼 虾 贝 48897.68
万尾。
目前，我市正在研究制定
珠海万山国家级海洋牧场示
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将在示范
区内进行人工鱼礁建设、海藻
种植增殖及自动监控系统建
设 等 ，已 落 实 首 批 扶 持 资 金
3250 万元。现正逐项落实省
财政厅及省海洋与渔业厅批
复要求，有序开展各项前期论
证并抓紧组织实施。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施工扬尘集中整治行动

严格实施施工扬尘控制
“六个 100％”
本报讯 记者张晓红报道：
记者昨日从珠海市住规建局获
悉，12 月起，我市多部门将联
手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施工扬尘
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区域
为香洲主城区，以及吉大、前
山、唐家、斗门等国家环境监控
重点区域。重点整治路段为港
湾大道、情侣路、迎宾路、明珠
路、梅华路、人民路、九洲大道
等城市主要道路。
市住规建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入秋以来，我市受不利
气象条件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较
大影响，空气质量状况明显下
降。根据省政府及市政府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会议精神，进入

12 月 ，我 市 住 规 建 局 以 及 城
管、公安、国土、交通、环保、园
林市政等多部门联手开展施工
扬尘集中整治行动，推动大气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根据制定的《珠海市开展
施工扬尘集中整治行动防治大
气污染工作方案》，
本次整治范
围为全市房屋建筑、交通、水
利、市政、园林绿化、地质灾害
治理、土地开发等施工项目。
重点整治区域为香洲主城区，
以及吉大、前山、唐家、斗门等
国控重点区域。重点整治路段
为港湾大道、情侣路、迎宾路、
明珠路、梅华路、人民路、九洲
大道、昌盛路、港昌路、景山路、

凤 凰 路 、南 湾 大 道 、南 琴 路 、
G105 珠海段、珠海大道、S272
全段（机场路、湖心路）等城市
主要道路。
据悉，整治行动严格实施
施工扬尘控制
“六个 100％”
，
即
施工现场 100％围蔽、
工地砂土
不用时 100％覆盖、工地路面
100％硬底化、拆除工程 100％
洒水压尘、
出工地车辆 100％冲
净车轮车身、施工现场长期裸
土100％覆盖或绿化。
此外，所有建筑工地施工
现场应设置连续、封闭的围挡，
在工地围挡上设置给水管及水
雾喷头，特殊情况下按环保部
门要求增加喷淋频次。所有在

建项目必须设置洗车槽和冲洗
设备，驶出工地的物料运输车
辆必须确保车容、车貌整洁，
车
厢密闭，
余泥不漏，
方能进入城
市道路。
据悉，
为提升城市环境，
杜
绝泥头车污染路面，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市试行泥头车新
标准，所有新开工项目必须按
新标准要求使用全密闭装置泥
头车；2018 年 4 月 1 日起，市
区、高新区、横琴新区已开工在
建项目须按新标准要求全面使
用密闭装置泥头车；2018 年 7
月 1 日起，全市强制使用符合
新标准要求的密闭装置泥头
车。

珠海对口帮扶阳江，努力补齐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短板，推动经济
发展和社会民生事业相协调。珠海
对口帮扶阳江指挥部在加强产业共
建同时，着重发展民生帮扶工程。
在医疗卫生帮扶方面，组织珠海综
合实力较强、专科优势明显的医院
与阳江当地 9 家市、区级医院进行
精准对接；
同时，
珠海各对口帮扶区
还对阳春、阳西、江城、阳东等 6 家
薄弱镇卫生院进行重点帮扶，实现
“薄弱医院整体提升、特色专科重点
发展”
目标。
珠海对口帮扶阳江指挥部共统
筹 600 万元帮扶建设阳江市人民医
院新住院大楼；引导并促成珠海旭
日集团捐赠 180 万元，帮扶阳江高
新区人民医院升级医疗设备，捐赠
260 万元帮助阳江市江城区人民医
院新建住院大楼。此外，指挥部还
先后投入 260 万元为阳江当地 850
名帮扶对象实施重大疾病医疗补
助，发动并促成广东省天行健慈善
基金会捐赠 100 万元，为阳江本地
患者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 1000 例。
在教育领域，珠海对口帮扶阳
江指挥部实施百家学校结对、百名
校长培养、百名名师培养、百名教研

员培养教育帮扶
“四百工程”
。通过
互派教师、外派跟岗学习等方式，
三
年内为阳江培养优秀校长 100 名、
教学名师 300 名以及优秀教研员
360 名。珠海教育系统与阳江教育
系统全面共享
“粤教云”
平台、
“互动
课堂”等，提升了阳江当地教学水
平。此外，
指挥部还牵线搭桥，
组织
珠海、阳江企业招聘会 6 场，为当地
富余劳动力就业提供机会。
随着文教卫帮扶力度不断加
强，阳江文教卫事业整体水平得到
较大提升，
老百姓获得感增强，
真切
感受到帮扶实效。

提升改善交通设施
加强城区扩容提质
珠海对口帮扶阳江，
加快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其中，横琴新区补贴
600万元，
开通
“阳江海陵岛—珠海机
场”
旅游快线，促进海陵岛和横琴岛
“双岛联动”，打造滨海黄金旅游线
路；
推进合山机场改扩建二期建设，
延伸机场跑道，提供通航能力；多举
措助力阳江港集装箱业务开展，
扶持
阳江港集装箱驳船班轮航线。珠海
对口帮扶阳江指挥部投入补贴资金，
开通珠海（斗门）至阳江（阳西、
阳春）
两天一夜生态游精品线路和珠海至
阳江精品海岛生态游线路，
有效拉动
两地生态休闲旅游发展。
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阳江
城区扩容提质，珠海支持 580 万元，
协助编制阳江排污专项规划和滨海
新区蓝色海岸控规；发动社会捐资
2000 万 元 建 设 10 个 城 市 社 区 公
园；
利用城市中心闲置空地，
帮扶援
建社区体育公园 10 个，用地面积
74287 平方米。目前，帮扶援建的
部分社区公园已陆续动工建设，力
争明年春节前竣工。
新一轮珠海对口帮扶阳江还努
力推进生态建设，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阳江市先后出台《阳江市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工作方案》，
启动《阳江市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
作。其中，
编制费用630万元已由珠
海对口帮扶阳江指挥部拨付到位。
此外，
充分发挥珠海农产品市
场供销优势和阳江农业生产资源优
势，创建供港澳蔬菜生产基地 4 个，
打通农副产品流通渠道，其出口备
案基地生产的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输
出港澳地区，
助力农户增收脱贫。

斗门区赴怒江推进扶贫工作

与福贡县签订对接帮扶协议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
根据珠
海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安排，促
使对口帮扶工作不断深入，斗门区
党政代表团日前赴怒江州福贡县开
展调研对接，就扶贫协作进行深入
交流并签订对接帮扶协议，确保帮
扶工作有成果、见实效。
1 日至 3 日，斗门区党政代表团
先后考察调研了福贡县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双方共同商讨并签订了东
西部扶贫协作框架协议、对接帮扶
框架协议和医疗卫生合作框架协
议，
进一步创新完善协作模式。
2 日，福贡“斗门班”冠名签约
暨捐赠仪式在福贡县民族中学举
行，斗门区和福贡县签署了“斗门
班”
相关合作协议。之后，
代表团一

行深入鹿马登乡赤洒底村阿地马底
整组搬迁小区安置点、鹿马登乡新
农村建设示范点等地，考察调研了
福贡县易地扶贫搬迁点项目建设情
况，以及乡村特色旅游项目发展规
划及建设情况。
通过实地考察调研及座谈交
流，双方均表示将坚持实践合作共
赢式的扶贫协作模式，激发内生动
力，
实现造血式帮扶，斗门区将持续
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渠道、
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加大帮扶力
度，
助推福贡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万山区赴云南怒江泸水市开展扶贫调研

签订双方扶贫协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记者宋爱华报道：
近日，
万山区工作组赴云南怒江州泸水市
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调研，
并签
订了《珠海市万山区和怒江州泸水市
东西部扶贫协作框架协议书》，
未来
万山区万山镇将结对泸水市古登乡、
担杆镇外伶仃村结对六库镇苗干山
村，
共同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
泸水市位于云南省西部，是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全市
辖 6 镇 3 乡，总人口 188178 人，境
内居住着傈僳、白、怒等 21 个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87%，是
“边疆、民族、贫困、山区、宗教”
最集
中的典型代表。
调研期间，万山区工作组先后
考察了上江镇怒江瑞佳农林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铁皮石斛和火龙果种植
项目、泸水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
司草果精油、东方大峡谷生物城有
限公司漆树加工、鲁掌镇三河村毛
家地调研楤木养殖基地和浪坝寨食
用菌种植等项目，走访了担杆镇外

伶仃村结对的六库镇苗干山村、万
山镇结对的古登乡、苗干山村小学、
古登中学等地，到万山区区属企业
珠海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怒
江扶贫协作项目进行了考察。在走
访过程中工作组看到，傈僳族村民
大都生活在海拔 1300 米以上怒江
两岸的山脉山腰或山顶处，主要农
作物为玉米，很多村民的一日三餐
就是一煲玉米粥。在古登乡玛拉底
村，
工作组慰问了村里的贫困户，
还
为古登中学捐赠了一批电脑。
在珠海香洲、万山、怒江泸水东
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座谈会上，万山
区与泸水市签订了《珠海市万山区
和怒江州泸水市东西部扶贫协作框
架协议书》。未来万山区将从几个
方面展开工作——建立对口帮扶工
作机制，
做好劳务输出，
认真分析当
地特色产业项目，结合万山实际做
好产业帮扶工作，探讨两地干部交
流机制，
同时配合、协同香洲区在旅
游开发、医疗援助方面做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