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聚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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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事业，伟大的变革，必定在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向前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理论创新全面
推进，全党全社会文化自信大大增强，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
加鲜明，全党全国人民思想上的团结统
一更加巩固。

回眸2017，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紧紧围
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这条主线，
用更响亮的主旋律、更强劲的正能量，激励
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高高举起思想旗帜
党心民心极大凝聚

2017年10月24日，举世瞩目的党

的十九大胜利闭幕。
这次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大

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
想，树起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
旗帜、中国人民的精神旗帜。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壮阔征
程上，焕发强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
力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如同耀眼的火炬，照亮亿万中华儿女
前行的道路。

旗帜指引方向，火炬照亮前程。推
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深入人
心，使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政治
上的主心骨、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
指南针，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职责所
在、使命所在。

党的十九大一闭幕，由中宣部会同中
央有关部门组建的中央宣讲团即赴全国
各地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重中之重是宣

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宣讲报告36场，举办各种形式的互

动交流活动近60场，直接听众近52万
人，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间接收听收看
的达2100多万人……中央宣讲团进企
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
军营、进网络，与各地干部群众面对面互
动交流，严谨生动地把党的十九大精神
讲明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讲透彻，让老百姓听得懂、能领
会、可落实。

在全党全社会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热潮中，由中宣部（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编辑的《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二卷摆上了各大书店柜台，
同中外读者见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连同
2014年9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
容，为全党全社会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
论提供了权威教材。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大
的力量。

更好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必然要求深化理论研究阐
释，帮助人们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
要义、创新观点、实践要求。

过去一年，理论工作“四大平台”建
设深入推进，围绕重大现实问题、重大理
论问题和重大实践经验总结进行深入研
究，推出一批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聚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
主题，4场“治国理政论坛”系列研讨会成
功举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重大主题宣传，以及中央报刊刊
发的上百篇理论文章、理论述评等，深入
宣传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坚定了广大干
部群众的“四个自信”。

就在不久前，经党中央批准，首批10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心的成立，为深入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添“生力军”。

学懂、弄通、做实，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以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引导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十九大精神上，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
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思想的伟
力激荡中华大地，党心民心极大凝聚，社
会共识不断扩大，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
感认同在人民群众心中落地生根，举国上
下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 (下转05版)

本报讯 记者张伟宁 通讯员万
学玲报道：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
2018年1月1日起，内地供澳门鲜
花由湾仔口岸改为经珠海拱北口岸
出口。元旦当天，拱北口岸首单供
澳门鲜花顺利通关。

1月1日清晨，拱北海关下属的
闸口海关通关科收到报关单，一批
来自珠海湾仔的鲜花申报出口澳
门。当天7时15分，关员对该批鲜
花完成单货审核并予以放行，从接
单到实物放行整个过程不超过20
分钟。据悉，这是珠海供澳门鲜花
第一次从拱北口岸出口，涉及鲜玫
瑰、鲜百合、鲜康乃馨、鲜菊花等20
个品种共计80箱，重约2吨，货值
约8万元港币。

据了解，珠海湾仔鲜花出口澳
门已有百年历史，澳门鲜花供应
70％来自湾仔。去年8月台风“天
鸽”侵袭珠海，湾仔口岸码头受损较
严重，花农的鲜花出口业务也受到
较大影响。今年开始供澳门鲜花改
由拱北口岸出口，拱北口岸供澳鲜
活通道也提前至早上6时开放。

供澳鲜花元旦起经拱北口岸出境
口岸供澳鲜活通道提早至6时开放

1月1日，拱北口岸首单供澳门鲜花顺利通关。 通讯员 李研青 摄

□本报记者 宋雪梅

2017年12月28日 晴
经过昨晚紧急会诊的忙碌后，

今天一早，珠海帮扶阳江市高新区
医院的消化内科医生赖洁莹并没有
补觉，而是一大早就跟同事们把昨
晚确诊为尿毒症的当地医生送上去
广州就诊的车。然后，赖洁莹跟往
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查房，
帮当地病人做胃肠镜，会诊疑难杂
症，对科里30多名医生护士进行业
务培训。

“一天时间排得满满的，虽然
忙碌但很充实。”赖洁莹告诉我
们。这名来自珠海市第二人民医
院的医生和其他7名同事是2017
年以来第二批来到阳江高新区人
民医院进行医疗技术支援的专
家。“11月初来到这里，大家就迅速

地投入到了繁忙而有序的医疗帮
扶工作。阳江高新区有近 10 万
人，这里医生较少，内科 60 多张
床，工作量大。我们除了日常出诊
外也负责对当地医护人员的培
训。病人方面，感觉这里老人家偏
多，病种复杂，所以我们在医治过

程中格外认真细致。”
阳江高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敖

景明告诉我们，继珠海投入600万
元帮扶阳江市人民医院建设新住院
大楼后，为了提升这个地区胎儿出
生缺陷监控准确度，珠海旭日陶瓷
有限公司又给医院捐助180万元用

以购买彩超检测仪，医院的医疗水
平不断提升让辖区群众受益匪浅。

“医院从刚开始只有十几人住
院，到现在住院病人增至一百多人，
门诊病人也从一百多人增至三四百
人，这都得益于珠海医疗专家对我
们的精准帮扶。”敖景明说，珠海市
第二人民医院的骨科专家彭鹏博士
不但协助外一科完成了骨科高难度
手术，还经常通过远程会诊，帮阳江
高新区医院诊断疑难杂症。

珠海对口帮扶阳江指挥部办公
室民生社会事务处副处长郑子财告
诉记者，阳江高新区人民医院前身
是阳江高新区平冈镇中心卫生院，
基础较薄弱，珠海计划捐助200万
元用于对口帮扶该院建设镇卫生
院，同时协助该院向二甲医院目标
进发。

自2017年以来，在新一轮的对
口帮扶工作中，珠海对口帮扶阳江
指挥部从推进劳动力就业创业、提
高各类教育发展水平、提升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等三方面帮扶阳江
市发展民生社会事业。

(下转03版)

心系民生：“互联网+”精准帮扶
新一轮珠海对口帮扶阳江系列报道（六）

珠海医疗专家协助阳江高新区人民医院医生完成骨科手术。受访方供图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1月1日傍晚，为期
三天的珠海报业2018元旦车展在热闹中落下帷
幕。本次车展单日客流量近万人次，三天展期成交
逾2000辆，其中排量1.6升以上的中高端车型占比
较高。

本次车展云集83家汽车经销商和100多个汽
车品牌，现场参展车达数百辆，展会规模刷新历届
纪录。

此次车展有多款新车型登场亮相，还有多款新
车专门在车展上举行了本地上市仪式。本次车展，
达田汽车带来了旗下四个品牌的四款新车，分别是
一汽丰田新皇冠、广汽丰田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广汽
本田飞度2018款和讴歌TLX-L。其中，丰田皇冠
作为老牌经典车型之一，此次命名“全新皇冠”在珠
海首发亮相。长安马自达的马自达进口CX-3也是
首次在珠海市场亮相，该款车为全新原装进口。去
年底上市的传祺全新七座MPV车型-GM8也第一
时间来到报业车展，成为车展现场的焦点之一，尤如
GS8上市初期那般火爆。

据报业车展组委会有关人士介绍，本次车展现
场成交逾2000辆，各大车商都有丰厚的收获，特别
是南方、达田、珠光等车商延续了以往的强势劲头，
都取得了现场成交过百的销售业绩，为2018年销售
实现“开门红”。

珠海报业元旦车展
现场成交逾两千辆
中高端车型热卖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道：自港珠澳大桥2017
年12月31日晚举行亮灯仪式后，伶仃洋上的“火
龙”画面霸占了微信朋友圈。2018年1月3日，记者
从南方电网广东珠海供电局获悉，为大桥主体工程
以及珠澳口岸提供电力保障的是该局投资建设的
110千伏无人值守输变电站。

作为港珠澳大桥的配套电源工程的110千伏
人工岛输变电工程，位于珠澳口岸人工岛西北角
的珠海口岸市政配套区。记者获悉，该变电站于
2017年 2月底开建，并于当年11月 16日正式建
成投产。该项目投产后，珠澳口岸人工岛上形成
220千伏吉大变电站至110千伏人工岛变电站、
220 千伏拱北变电站至 110 千伏大桥专用变电
站，及110千伏人工岛变电站至110千伏大桥专
用站相连的一个闭环回路，与珠海电网主网可靠
连接。

鉴于港珠澳大桥人工岛的特殊性和岛上用电客
户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大桥供电可
靠性，南方电网广东珠海供电局克服人工岛上电缆
沟狭小，无法布置常规电缆中间接头的难题，采用了
先进的“MMJ”电缆头熔接技术，该技术具有长期大
电流运行的优势，进而降低运行风险。此外，珠海供
电局还采用网络备自投方式，解决公用站和专用站
110千伏备自投无法满足线路N-1问题，以最大程
度提高供电可靠性。

无人值守变电站
点亮港珠澳大桥
为大桥主体工程提供电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