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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提示

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良（优秀镇街11个、良好镇街7个、平稳镇街5个），1个地区部

分警情偏离常值（拱北的盗窃、诈骗、打架斗殴、噪音扰民）。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

共场所注意保管财物，遇事冷静不轻信，理性处理矛盾纠纷，自觉减少噪音污染，遵守交通规则

平安出行。

珠海平安指数
(数据发布：珠海市平安办)

颜色贴士：■优秀 ■■良好 ■平稳 ■预警

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北京 多云 2℃~6℃
上海 小雨 5℃~11℃
广州 多云 15℃~23℃
重庆 小雨 5℃~10℃
合肥 小雨 1℃~8℃
武汉 阴 3℃~8℃
长沙 小雨 1℃~8℃
哈尔滨 多云 -20℃~-11℃
海口 多云 16℃~22℃

气象台气象台特报特报

多云，有阳光

今天：多云，有阳光。气温：

17℃-22℃。风向：东北风。风

速：陆地2到3级，海面4到5级阵

风6级。相对湿度：55-85%。

(上接01版)“有了习近平总
书记这个核心，我们就有了领
航人！”“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就
有了航标！”“只要一心跟着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走，各项工作就能乘风破浪、排
除万难。”……这是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全体中国人民的心
声，更是新时代中国处处展现
的新气象新风貌。

奏响新时代最强音
斗志干劲极大提振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
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
遵循的基本方针。”习近平总书
记着眼党的工作全局，对新形势
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也为整个宣传思想文
化战线指明了前进方向。

过去一年，广大新闻工作
者宣传党的政策，记录时代风
云。“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主
题采访，脱贫攻坚、民生改善重
大举措、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为了总书记的嘱托”等
系列专题报道，佳作力作频出。

党的十九大后，“新时代、新
气象、新作为”大型主题采访活
动和网络主题活动蓬勃开展，全
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宣传各地
各部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中央
媒体累计推出各类报道两万余
篇。各类媒体还充分运用媒体
融合发展成果，制作微视频、微
动漫等新媒体产品，让党的十九
大精神网上传播鲜活闪亮。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物
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同步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
大精神力量”，党的十九大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不断繁荣兴盛的
社会主义文化，为国家和民族铸
魂，为党和人民事业聚力。

2017年，文化市场百花竞
艳。一批文艺精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人民文化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

建精神家园，需要主流思想舆
论的巩固壮大，也需要直面“没
有硝烟”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正本清源、激浊扬清。

过去一年，各级党委（党
组）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进一步增强阵
地意识，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过去一年，一系列剑指网
络违法有害信息的专项整治先
后开展，一批明辨是非的文章有
力批驳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
值”、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
么样的选择；有什么样的理想，
就有什么样的方向。

广袤神州，嘹亮的主旋律、
强劲的正能量，涌动在诵读的
章句、传唱的歌声中，融入日常
的交谈、网络的留言里，潜移默
化地提振全社会的信心和斗
志，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强大能量。

铸牢共同精神纽带
奋进力量极大增强

这是发生在人民大会堂金
色大厅里的感人一幕：

2017年 11月 17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亲切会见
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的600多名代表。看到93岁
的黄旭华和82岁的黄大发两
位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年事已
高，习近平总书记握住他们的
手，请他们坐到自己身旁。

身教胜言教。习近平总书
记用行动为全党全社会上了关
爱模范、尊重先进的生动一课。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
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采取一系
列重大举措，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广泛弘扬，凝聚了团
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教育在基层蓬勃展开，着力补
齐“精神短板”，文化在脱贫攻
坚中“扶志”“扶智”作用不断发
挥，让老百姓在口袋鼓起来的
同时，脑袋也逐步“富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中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
位。面对宏伟的目标、壮阔的前
景，亿万国人需要众志成城进行
伟大斗争，坚定意志建设伟大工
程，齐心协力推进伟大事业，同
心同德实现伟大梦想。

回望来路，丰富的实践与
丰硕的成果昭示我们，深培厚
植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的精
神纽带，我们必将在前进道路
上越走越坚定、越走越自信，一
往无前直抵光辉彼岸。

立体传播中国声音
中国形象更加闪亮

“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
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
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017年 5月 14日，北京。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
讲，赢得阵阵掌声。

这是中国首倡举办的“一
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层级最高、
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近
1500名与会代表，见证了习近
平主席的大国领袖风采。来自
全球的数千名注册记者聚焦论
坛，把中国领导人的庄严承诺
和美好愿望传遍世界。

过去一年，从“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金砖国家
领导人厦门会晤，从五月的北
京到初秋的厦门……一次次主
场外交，不仅展示了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魅力，也为世界认
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推开一扇扇窗户。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当今中国是开放的中国。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和
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
化，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
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

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导，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创新推动、
持续用劲，全方位、立体化传播
中国声音，着力讲好中国人的
故事，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用真诚连接中外、用真情沟
通世界。

2017年 11月 27日，意大
利等16个国家的知名出版机
构同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在
京签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二卷国际合作翻译出版备忘
录，共同翻译出版这些国家语
种版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此前，《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一卷已出版 24 个语
种、27个版本。

外文出版社改稿专家大
卫·弗格森参与了《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翻
译工作。“这两本书是中国领导
人第一次用这么多种语言向全
世界读者传播他的理念和思
想。”弗格森说，如果想知道中
国的现状和未来的走向，就应
该读这两本书。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
地位的提升，随着世界的目光越
来越多地投向中国，中国的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也不断加强。

“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
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
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
外宣旗舰媒体。”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
外宣旗舰媒体为引领，中央和
地方各类媒体积极参与的外宣
工作格局已初步形成。

过去一年，面对云谲波诡
的国际局势，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敢于发声、善于发声，积极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向世界展示中国作为世界和平
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良好形
象，更让世界清晰看到，新时代
的中国将为世界带来更多机
遇，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努力，共
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新年新气象，击鼓又催征。
走过极不平凡的5年，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以历史性成就、
历史性变革，汇聚了中华巨轮
乘风破浪的强大精神动力。面
向新的壮阔征程，宣传思想文
化战线必将谱写新的壮丽篇
章，让攻坚时刻有更强劲、更持
久的力量，让奋进路上有更坚
定、更一致的步伐。

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本报讯 记者刘晓峰报道：连
续三年，“公益翠香”慈善基金共
筹得社会捐赠资金248.3万元，
第四届社区公益推出的31个社
区公益项目短短半个月就被18
家爱心企业抢购一空——近日，
翠香街道社区公益周在大镜山社
区公园正式启动。

在启动仪式上，翠香街道对
2017年度在社会治理创新中表
现突出的优秀党组织、社会组
织、社工、党员义工及居民义工
进行了表彰，并向认购了第四
届公益项目的爱心企业颁发纪
念牌匾。据了解，第四届社区
公益推出31个社区公益项目，
项目以红色经典类为引领，分
为群体服务类、授渔立才类等
七大类别，全面满足居民的多
样化、个性化需求。项目在短
短半个月内被18家爱心企业抢
购一空，共筹得社会捐赠资金
99.1万元，其中燊荣房产、五洲
房产、米兰集团等7家企业成为
认购元老，已经连续四年支持
翠香公益项目了，另有5家爱心

企业也已连续三年支持社区公
益的发展。

“做这些社区公益项目很有
成就感！”在翠香实施“少年领袖
成长”和“心灵魔方幸福家”两个
项目的珠海德道盛世心灵成长指
导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曾经有
孩子刚参与项目时十分钟都坐不
住，“参加完项目，他能连续两个
小时安稳地为妈妈制作贺卡”。
他说：“不仅看到孩子们在项目中
进步，我们机构本身也因为持续
参与翠香社区公益活动而不断在
成长。”

记者了解到，前三年里，“公
益翠香”慈善基金共筹得社会捐
赠资金248.3万元，得到了34家
企业的支持，推出了81个社区公
益项目，开展服务活动达2464场
次，服务居民达 178745 人次。

“家门口的公益”整合党委、政府、
社区、社区组织、高校、企业等多
方资源，根植社区、服务社区，满
足不同群体特别是特殊群体的不
同需求，得到社区和居民的广泛
好评。

翠香街道启动社区公益周活动
第四届31个社区公益项目完成认购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
近日，高栏港区对口扶贫高州
市镇江镇江口村委会召开
2017年度产业扶贫固定比例
收益分配大会，同时举行江口
村奔富蔬菜种植基地建设签约
仪式。7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齐聚一堂，初次尝到了产业扶
贫固定比例收益的硕果，其中
无劳动能力户人均增收 560
元，有劳动能力户人均增收
1000元。

据了解，自扶贫工作以来，
江口村驻村工作队大力实施产
业扶贫，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基地”运营模式，积极推
进“2+N”产业扶贫工程，有效

地增加了贫困户的收入。“2+
N”产业扶贫工程就是以2个产
业扶贫基地（珠茂火龙果庄园、
奔富蔬菜种植基地）为龙头带
动贫困户和农户实行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再加上以合作社为
领头利用统筹资金帮扶贫困户
进行N个种养植项目，实现稳
定增收。

本次收益分配根据投入
资金的性质和份额的不同属
性以及家庭人口数等因素进
行综合考虑，实施分类分配，
秉承鼓励劳动脱贫又要统筹
兼顾的原则，预分方案经江口
村“两委”会议研究通过，方案
提前公示并预先告知贫困户，

力求分配过程做到公平、公
正、公开透明。高栏港区筹集
单位资金投入珠茂火龙果庄
园项目获得固定比例收益，分
配给35户43人五保户和无劳
动能力户共 2.4 万元，人均增
收560元。

同时，该区投入统筹资金
投入奔富蔬菜种植基地获得
固定比例收益，分配给 41 户
142 人有劳动能力户共 14多
万元，人均增收 1000 元。贫
困户初次尝到了产业扶贫固
定比例收益带来的甜头，个个
笑逐颜开，纷纷感谢党和政府
的扶贫政策好，并承诺要克服

“等靠要”思想，积极投身产业

扶贫中去，兢兢业业，争取早
日脱贫走上致富路。

为了更好地实施产业扶
贫，江口村奔富种养专业合作
社加强与种植大户产业合作，
建设 150 亩奔富蔬菜种植基
地，助力脱贫攻坚。

项目总投资 50 万元，以
“合作社+种植大户+基地+农
户”的产业合作模式，引导村
民发展玉米、辣椒等蔬菜经济
作物，带动 100 户村民（包括
有劳动力贫困户 41 户）参与
蔬菜产业发展，引领农户进行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建设江口
村无公害蔬菜产业，实现整村
致富。

高栏港区产业帮扶高州江口村实现分红

有劳动能力户人均增收千元

本报讯 记者宋爱华报道：
日前，万山美食评选活动最后
一站在桂山岛举行，媒体评审
团和探鲜团成员在这里再次品
尝到不一样的海鲜出品，尤其
是海星酒店闻名的“一鱼七吃”
变化丰富征服评审团。

珠海桂山岛是广东最大的
海岛养殖地之一,这里海域辽
阔，海水清澈，风柔浪缓，养殖
鱼类军曹鱼是热带海产大型食
用鱼，其肉质细嫩、鲜美，制作
的生鱼片呈纯白色，肉厚质细，
滑而不腻。桂山岛上海星餐厅
用军曹鱼“一鱼七吃”的做法早
已远近闻名，当刺身、鱼头豆腐
汤、鱼腩清蒸、鱼骨椒盐、鱼尾
焖凉瓜、鱼肠煎蛋、鱼皮滚粥依
次上桌，评审团和探鲜团的成
员们品尝后都赞不绝口。

老牌的雄烽美食餐厅则
推出了餐厅的招牌菜：鳝胶
煲，门鳝胶是由渔民自己晒制

而成，完全天然无防腐剂，肉
质软糯多胶，吃到口中黏嘴香

甜，具有补充胶原蛋白质、保
健美颜的功效。江兴海鲜餐
厅实施厨房全方位监控，食品
卫生质量安全有保障，它推出
的清蒸石斑鱼肉嫩滑爽，得到
美食团的一致好评。湛江海
鲜餐厅参加评选的菜式有姜
丝蒸三鲜、铁盘藕夹，也是别
具风味。食鼎香美食坊是岛
上新开的一家餐厅，它的菜式
有秘制豆腐、烧鹅、蒜蓉蒸白
菜、盘龙茄瓜、麒麟鱼等，给人
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品尝了各式海岛美食
后，评审团和探鲜团的成员参
观了桂山岛民宿。近年来桂山
民宿经过资源整合，目前已经
初具规模，地中海风格的“海亦
蓝”、独栋式别墅“蓝色海岸”、
渔家风格的别墅渔舍、船舍以
及木棉雅居等。

万山海鲜美食评选活动桂山岛收官

“一鱼七吃”变化丰富征服评委

肉质细嫩、鲜美的万山鱼。 万山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