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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幸福之城创造更大生态优势
——访珠海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张经纬

□本报记者 宋雪梅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
明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论
述，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
明建设进行了全面总结和重点
部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被细化为多方
面的具体部署。日前，珠海市
环境保护局局长张经纬做客珠
报融媒演播室，在接受专访时
表示，珠海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始终坚持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
环境的理念。接下来，将把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与扎实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为我市加快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创新高地、“一带一
路”倡议的战略支点、珠江西岸
核心城市、城乡共美的幸福之
城创造更大生态优势，让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环保系统落地生
根、结出丰硕成果。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对
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进行了全面总结和重点部署，
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张经纬：党的十九大报告浓
墨重彩地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建设进行了全面总结和重点
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变革、新理
念、新要求、新目标和新部署。

在新变革方面，将“生态文明
建设成效显著”，作为过去五年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的十个方面之一；在新理念方面，
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同时
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等新论断；在
新要求方面，紧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变化，提供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是统领
当前和未来生态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新的根本要求。

在新目标方面，提出到
2020年，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到2035年，生态环境
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
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新部署方面，从推进绿
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
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
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四个方
面，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

明建设进行部署，力度更大、措
施更严、要求更高。

记者：党的十九大精神对
环保工作有哪些新的启发？未
来珠海的环保工作有哪些新思
路？

张经纬：近年来，珠海始终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优化环境
管理服务，探索绿色金融创新，
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
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全市环境空
气质量始终保持位居全国74
个重点城市前列，主要河流和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100%。今年9月，珠
海成为第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今年12月，荣获全
国“2017美丽山水城市”。

（下转08版）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
22日，记者从高栏港区热源中海
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油珠海电力”）获悉，该
公司日供热量屡创新高，日均提
供清洁供热1569.6吨，并首次实
现两套机组并汽供热，目前已超
额完成10万吨年度任务。

进入冬季，高栏港区供热需
求出现较大缺口，从12月12日
开始，港区各热用户对供热需求
从100吨/时最高增加到160吨/
时，高栏港区积极协调，珠海电
力供热量达到80吨/时，日均供
热达 1569.6 吨，10天供热量占
全年供热量计划的三分之一，并
且在一套机组供热流量供不应

求情况下，首次实现两套机组并
汽供热。

此前受热力市场需求不足影
响，燃气机组供热成本高于燃煤
机组双重压力的限制，珠海电力
月度供热量仅有7000吨左右。
现在，珠海电力在高栏港区的帮
助下，助力港区热量供给，提供大
流量清洁供热。海油珠海电力作
为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机
组，发电供热合二为一，与传统燃
煤机组相比，燃料利用率高、几乎
无污染等优势明显。自2016年
供热以来，海油珠海电力积极为
珠海醋酸纤维有限公司、珠海中
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50多家
港区大型企业提供热量。

高栏港区首次实现清洁能源并汽供热

已为港区50多家大型企业供热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道：
27日，记者在港珠澳大桥岛隧现
场获悉，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进
入灯光调试阶段。据施工方介
绍，12月31日晚，岛隧现场将举
行亮灯仪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据了解，西人工岛建设已经
进入最后攻关阶段，北广场景观
透水砖铺装完成7500平方米，岛
面景观路砖铺装超过20000平
方米；环岛景观砾石铺设施工接
近尾声。27日下午，记者在港珠
澳大桥西人工岛看到，安装于隧
道出入口上方的减光罩，成“门
型”构架结构，起到减光效果，具
备安全性和观赏性等功能。为了
给过往车辆以舒适的驾乘体验，
工区多次与设计方进行深入的沟
通，确保将减光罩夜景灯设计安
装得更加贴近现实需求，同时兼
具艺术效果。

在东人工岛看到，岛内绿化
区草坪种植全部完成，在该岛主
体建筑第三层架空防腐木地板安
装完成过半。在岛内最高点，以

“眼睛”造型呈现的风帽已经有了
彩色灯光的照射。据有关负责人
介绍，灯光施工过程中，现场技术
及质检人员全面做好技术指导，
严格复核各道工序，督促作业人
员精细调整灯光角度，保证夜景
灯实用美观。

据了解，进入12月下旬，岛
隧项目部一工区持续推进西人工
岛隧道口减光罩北侧中隔墙及外
侧搪瓷挂板夜景灯的安装调试工
作。其中东人工岛风帽、西人工
岛南侧减光罩的灯光已经调试完
毕。有关负责人表示，“为迎接新
年的到来，港珠澳大桥岛隧项目
将于31日晚举行亮灯仪式并燃
放烟花”。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进入灯光调试阶段

31日晚举行亮灯仪式迎新年

□本报记者 陈翩翩

走进梅垌村，百香果基地
青葱一片，棚架果实累累。棚
下，走地鸡三三两两踱着方步，
啄虫、觅食。当地村民告诉记
者，这是开展产业帮扶以来引进
的设施农业。种植百香果的同
时，利用果树林荫养殖走地鸡，
多渠道增加收入。此外，梅垌
村还建起了种鹅养殖基地，养
殖种鹅2000多只。“这两个基
地辐射带动47户贫困户增收
脱贫”，驻村干部介绍说。

在新一轮对口帮扶工作
中，珠海市对口帮扶阳江市驻
阳春市工作组（以下简称“驻阳
春工作组”）对口帮扶16个镇
（街）的44个村，贫困户3400
户 8719人。经过努力，2016
年度实现脱贫 1370 户 2786
人，脱贫人数占总贫困人口数
的32%，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截至目前，珠海帮扶阳春已建
成和启动主导产业项目40个，
引进产业扶贫企业14个。其
中，珠海企业与各帮扶村达成

合作项目11个；已通过审核并获
得奖励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产业
基地共计17个，帮扶效果十分明
显。这些特色产业基地辐射带动
农户4956户，吸收富余劳动力带
动就业人数达3075人，其中贫困
户1237户3652人。

多举措推进产业帮扶

阳春地处粤西山区，山清水
秀，资源丰富。在新一轮对口帮
扶工作中，驻阳春工作组深入调
研，根据当地实际，提出“结合传
统、因地制宜、一村一策、整合优
化”的帮扶思路。工作组以产业
扶贫为抓手，精准把握政策精神
及产业发展等工作重点，引入各
类资金，建设主导产业。去年，投
入产业扶贫专项资金5658万元，
发动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帮扶，
资金总额达9212万元；44个贫
困村中逐渐形成以蔬菜、南药、水
果、生猪、牛羊、蚕桑等传统特色
产业为主，光伏、旅游和农产品加
工等为辅，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良好产业结构。

“我们的做法是，将珠海的市
场、信息、资金和阳春良好的生
态、土地、劳动力等优势资源有机
整合，引入市场机制，对接龙头企
业，推动产业发展。”阳春市副市
长、珠海市对口帮扶阳江驻阳春

市工作组组长黄春明介绍，对
有条件的村，通过整合土地、资
金等生产要素，量化为股份，结
合农村“三变”改革，让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农民真正参与到项目中来，
分享收益，极大地调动了村民
的积极性，从而建立起产业扶
贫长效机制。

多渠道助力基地对接市场

“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
资源，推进产业项目落地，迅速
带动了一批贫困户增收脱贫。”
驻村干部表示，随着一批产业项
目的落地生根，增收脱贫的示范
效果凸显。

去年，珠海市农业投资控
股集团等与阳春农业龙头企业
先后签订产业项目6个，并引入
珠海农控在阳春成立“阳江菜
篮子公司”，带动当地的自由
村、青山村等6条贫困村成立合
作社，建立产业种养基地，构建

“基地—市场—消费终端”一体
化农产品流通体系。这些产业
基地多以“公司+合作社+农
户+基地”模式运营，市场有保
障，农户参与积极性高。目前，
阳春种植、养殖基地生产的优
质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输出珠三
角乃至港澳市场。为进一步对

接市场，珠海农控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还将阳春优质农副产品
引进“京东·珠海扶贫馆”，构筑
电商销售平台，拓宽销售渠道。

“基地规模化种植藠头，
可实现亩产收益12000元”，
村民高兴地介绍道。驻阳春
工作组推进精准扶贫，还陆续
建立起种养产业基地及光伏
发电等其他项目基地，极大地
激发了贫困村内生动力，提升
了造血功能。其中，市委政法
委对口帮扶的石上村建立藠
头种植基地，种植藠头 500
亩，带动有劳动能力贫困户51
户参与项目，实现每户年增收
1万元；市住规建局对口帮扶
的青山村发展蔬菜种植基地，
每户每年增收1.6万元左右；
香洲区对口帮扶的马兰村在
原有基础上发展南药种植，广
霍香规模化种植为26户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带来可观收
益，每户每年平均增收1.2万
元。市人大办对口帮扶的南
河村引入兴业太阳能公司投
资8000万元，建设光伏发电
站，也取得良好经济收益。珠
海帮扶阳春，一批产业扶贫项
目的稳步推进，拓宽了贫困户
增收脱贫渠道，为打赢精准扶
贫攻坚战奠定基础。

珠海帮扶阳春工作组多举措推进产业扶贫

引入1亿社会资金建产业基地40个

本报讯 记者殷贝报道：27
日晚，珠海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交流会暨2017珠海市企业文化
协会年会召开。来自全市的200
多名企业代表欢聚一堂，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回顾总
结2017年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
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探讨交流如
何把握新时代、展现新气象、取得
新作为。

2017年是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珠海市企业文化协会创立的
第22个年头。一年来，该协会进
一步增强政治意识、改革意识、发
展意识和服务意识，在繁荣企业
文化、促进转型发展、提升会员企
业软实力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
绩，有力推动了协会事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为树立典型，深入引
导和鼓励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
任，弘扬和传播先进企业文化，推
动我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会上还表彰了一批珠海市最具社
会责任感企业、珠海市企业文化
建设优秀单位及优秀工作者。

为弘扬“致富思源、德行并
重，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发展企
业、回馈社会”的良好风尚，助力
茂名高州沙田村公益项目和梅华
街道和谐社区建设顺利进行，活
动现场举行了爱心企业捐赠仪
式。珠海报业传媒集团管委会主
任、珠海特区报社社长孙锡炯代
表公益项目接受了南通四建集团
有限公司15万元的爱心捐赠，并
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颁发了
爱心企业牌匾。

珠海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交流会召开

加强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文化建设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第十六届广
东种业博览会珠海分会场今天在珠海台创
园开幕。本次展会将集中展示我市现代农
业尤其是种业最新成果，展示新引进的新优
蔬菜品种共计500多个。珠海分会场展示
时间自28日起至2018年1月1日结束。

省种业博览会珠海分会场作为第十六
届广东种业博览会的延伸和补充，全面展示
珠海种业最新成果，提高省种博会综合效应
及影响力。本次展会规格高、影响力大、特
色鲜明，布展风格新颖。记者提前探营了解
到，种业博览会珠海分会场布展全部就绪，
展会将主要以田间栽培的形式进行展示，有
利于农民学习和吸收新品种、新技术，促进
农民栽培知识的更新与提升，促进增产增
收，带动农户致富。

本次展会总展示面积约150亩，设4个展
示区，包括蔬菜新品种田间展示区、鲜食玉米
新品种田间展示区、香水莲花展示区、地涌金
莲展示区等。其中，蔬菜新品种田间展示区种
植面积达70亩，展示了500多个新优蔬菜品
种。园区现场，每个品种悬挂植物特点及栽培
技术说明等，为农户学习提供便利。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张经纬做客珠报融媒演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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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繁花似锦。 本报记者 陈翩翩 摄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
12月26日，保税区管委会、区消
防安全委员会举行消防维保和物
业服务工作交流会，并邀请市公
安消防局和市安全协会专家现场
辅导，宣讲消防安全知识

会上，各单位代表围绕消防、
维保、物业服务等展开交流；危化
品专家讲授了危化品安全管理中
的基本原则、重点环节和应急处
置知识；消防专家重点宣讲了消
防安全责任划分，分析了电气火
灾等各类火灾事故的特点，宣讲
了重点单位消防管理规定。

会议强调，近期各地火灾频

发，消防形势异常严峻，各部门和
园区企业要加强隐患排查和闭环
力度；维保单位要查漏补缺，杜绝
走形式的现象；物业公司要重视
电气特种作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
安全培训，落实特证上岗制度，加
强日常电路检查维修，严防漏电、
短路等电路故障。

据悉，保税区共有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34家、一般单位74家、
小型场所41家。今年以来加大了
监督执法力度，开展监督检查414
家（次），行政处罚6宗，责令“三
停”（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或者停
产停业）3家企业，罚款19万元。

保税区举行消防维保和物业服务工作交流会

今年以来责令三家企业“三停”

高栏港区热源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基地。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