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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人资环委建言加快构建湿地生态保护体系

促进绿色生态水网建设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绿色生态
水网建设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湿地是建设绿色生态水网的重
要内容。为更好地探索湿地生
态保护、生态水网建设新举措，
市政协副主席潘明带领人资环
委课题组历时半年深入调研，于
近日形成了《构建珠海湿地生态
保护体系促进绿色生态水网建
设》专题调研报告。报告建议从
完善湿地公园体系和管理制度、
提升湿地环境和品牌效应、加大
资金投入和宣教力度等方面着
手，进一步提高珠海湿地生态保
护和绿色生态水网建设成效，充
分发挥其社会综合效益。

保护恢复与合理利用并举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对
生态环境起着涵养水源、调节气
候、净化环境等重要作用。加大
生态湿地保护和恢复力度，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具体举措。

市政协人资环委调研发现，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不断深
入人心，珠海湿地生态保护和绿
色生态水网建设取得了明显成

效，至2016年底，已建成湿地自
然保护区4处、湿地公园7处，河
网水系布局初步形成，水体保护
利用日益被重视，水质安全保障
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由于城市
化进程加快、管理体制不够完
善、理念相对滞后等原因，湿地
生态保护和绿色水网建设方面
仍有许多难题亟待解决。

强化湿地生态保护，离不开
湿地法制建设等相关机制体制的
完善。调研报告建议珠海结合本
地实际，尽快出台我市的湿地保
护条例，明确相关重要内容：将湿
地保护管理所需经费纳入同级
财政预算；清晰界定林业、国土、
农业、环保、规划、财政等各部门
职责；禁止在自然湿地范围内猎
捕、采集受保护的野生植物、捡
拾鸟卵、倾倒固体废弃物等行
为；对违法行为采取更严厉的处
罚措施，加大依法保护湿地的力
度。

湿地公园建设是湿地保护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调研报
告认为，我市可充分借鉴浙江、
上海的保护利用结合、重建恢复
并举理念，加快构建由湿地自然
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
区及其它滨海湿地构成的多功
能、多层次的保护体系，合理布
局湿地、水网走向，做到使用与
保护相结合，全面提升湿地科学
规划、管理和建设水平。

建设水源保护性湿地公园
是报告提出的亮点建议之一。
调研报告建议珠海积极借鉴浙

江嘉兴通过打造城市水源生态
湿地，实现湿地水系小循环以净
化水体的经验，在我市城市饮用
水源的重要取水点竹洲头泵站
附近进行区域规划和设立水源
保护性湿地，与湿地公园建设有
机结合；在广昌泵站周边建设全
封闭的人工湿地，使西江来水经
湿地净化后再进入水厂和各大
水库；在广昌涌汇入西江的三角
地带建设翡翠洲湿地观鸟公园，
同时兼具水质净化及生态环境
改善的功能。

湿地与生态水网建设相结合

水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控
制要素，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
容。调研报告提出，要将湿地与
绿色生态水网建设相结合，因地
制宜地制定水网绿化美化详细
方案，按步分片实施，最终形成
全域绿色生态水网大格局。建
议先行重点建设生态水网的五
个特色片区：南湾片区（重点是
前山河流域，建立水源性保护湿
地）、斗门片区（重点是黄杨河流
域，建设农耕渔牧式河网湿地）、
横琴片区（重点是天沐河流域，
建设生态文化与科普摄影创作
基地、生态文明教育基地）、金湾
片区（重点是金湾航空城湿地公
园，建设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
文化休闲湿地、滩涂湿地于一体
的综合湿地群）、平沙片区（重点
是台湾农业创业生态园，建设花
卉、水果特色岛）。

水系贯通与污染治理是绿

色生态水网建设不可或缺的一
环。报告建议新建、改建、增设泵
站及疏浚贯通工程措施，实现大
河与小河连通、小河与小涌连通、
小涌与湿地连通。加快湾仔连
屏涌、南水镇南水沥等河涌的清
淤疏浚、金湾大门口水道的引水
河道清淤和鲫鱼涌水闸的修复，
落实高新区上栅排洪渠、斗门新
青工业园排洪渠的调水补水长
效措施。强化河长制的责权利，
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整治黑臭河
涌和排洪渠等水体。理顺排水
管网管养体制，全市统筹、市财
政为主，加大管养维护投入力
度。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大
力推广与村级排污设施相结合的
人工湿地。严格入河（湖）排污口
管理，对全市主要河流及湖库设
置入河（湖）排污口禁止区、严格
限制区、一般限制区。积极申请
国家农发行水系综合治理专项低
息融资贷款和国家专项基金，运
用PPP等多种模式发挥市场和社
会参与污染治理的作用。

调研报告还建议加快生态
堤防的建设速度，提高城市抗击
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大湿
地环境保护宣教力度，开展湿
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候鸟生态廊道；推
动淇澳国际生态岛规划建设，
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协作与
交流，提升珠海生态旅游发展
水平；建立湿地生态考核指标体
系，明确湿地生态补偿类型，开
展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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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帆

“感谢党的关怀，感谢社
区。”退役老兵想伯收到美湾社
区送来的棉被感动地说。

党的十九大以来，斗门井岸
镇美湾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党
群相融，共享和谐”为主题，通过

“党组织升格”“四助工程”“党员
志愿岗”等方式，实现了党群融
合、社区融洽，使基层党组织成

为社区美好生活的动力源泉，引
领传统社区管理向现代社区治
理转型。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美湾
社区先后获得先进基层党组织、

“六好”平安和谐社区等荣誉。

社区党组织升格

走进美湾社区，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浓厚气息扑面而来：
沿墙内面纵深设置的宣传栏、沿
办公室楼梯而建的“十九大长
廊”，社区门口处设置LED屏幕，
播放党的十九大相关内容。

“探索和实践社区党组织升
格，提升了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水
平。”美湾社区党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党的十九大以来，美湾社区践

行党的十九大“推进党的基层组
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去年
12月26日，美湾社区党支部改
建为美湾社区党委，下设10个党
支部。

这位负责人说，调整党组织
设置模式，社区党委牵头，各支部
齐来参与，利于组织党员密切联
系群众，使得党建工作和活动能
够有序开展，把工作做细做透。

设置“党员志愿岗”

党的十九大以来，美湾社区
党委全力开展“四助”工程：即开
展党员志愿联系群众活动、党代
表驻室活动、“党建+精准扶贫”、
微心愿认领活动。

按照美湾社区党委的安排，

每月第二周的星期二为党代表
驻室“履职日”，针对来访求助
的党员、群众反映的问题，积极
探索解决的方法和途径，务实
亲切的作风受到了广泛好评。
目前，共收到意见和建议10余
条，涉及环卫、困难就业、大病
救助等。

美湾社区50岁以上的党员
占67%，亟需服务型党员人才。
按照社区党员和社区资源的分
布情况，设置“党员志愿岗”，建
立党员志愿者队伍，每月为“独
居、失独老人家庭”检查燃气、水
电设施等，免费为居民维修各类
家电。目前，开展各类党员牵头
志愿服务活动达80余次，已结
对帮扶对象54人。

斗门井岸镇美湾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务实为民 广受好评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
道：珠海洪湾中心渔港项目
是我市民生重点工程。日
前，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牵
头组织香洲区、横琴新区建
设环保局、市公安局拱北口
岸分局、南屏镇、洪湾派出
所、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等现场办公，实地检查洪湾
渔港和对澳供水河改造进展
情况，协调处理工程建设中
遇到的困难及问题。副市长
刘嘉文参与调研时强调，要
攻坚克难，确保按时按质完
成工程建设任务。

在建设中的洪湾渔港码
头工地，检查组一行认真听
取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关于洪湾渔港建设
和对澳供水河改造项目的
进展情况汇报，了解工程建
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检查组还实地察看施工现
场，检查渔港吹填围堰区施
工进展情况。随后，检查组
与建设单位举行座谈会，专
题研究解决工程建设中正
遭遇的困难和亟待解决的
问题。

珠海洪湾中心渔港项目
是我市为衔接香洲渔港功

能调整而加紧建设中的重
点民生工程。渔港工程高
标准设计，集渔船避风、后
勤补给、国际化水产品交
易、水产品精深加工、冷链
储藏配送、物流运输、海洋
渔业文化及科技研发、休闲
旅游度假等多产业一体，将
成为辐射港澳地区和粤西
的中心枢纽渔港。目前在
建的是洪湾渔港首期工程，
为整个渔港的核心区，总投
资约 12亿元。工程的建设
完成，可满足 800艘大小渔
船停泊，实现年渔货卸港量
8万吨。

检查组了解到，珠海洪
湾中心渔港项目建设已进入
攻坚克难关键期。目前，亟
待解决的是要加快推进工程
涉及用地清场，并交付施工；
及时协调解决施工受阻问
题，并耐心做好政策宣传贯
彻工作，确保工程建设工作
按计划顺利推进，为渔港早
日投入运营使用创造条件。
为此，检查组要求，各单位要
进一步落实责任，加强沟通，
建立工作机制，抓好落实，确
保按时按质完成洪湾渔港建
设任务。

( 上 接 封 面 版) 李克强
说，要弘扬创新创造精神，
提升创新供给能力和效率，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
水平。推动国家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科学数据和仪器
设备向社会开放。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深化国际合
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
络，打造世界创新高地。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
主持大会时说，希望广大科
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
胸怀祖国，心系人民，敢于
担当，勇于超越，勇敢肩负
起建设科技强国的时代重
任。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
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的决定》。

王泽山代表全体获奖人
员发言。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国
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
大家合影留念。

出席大会的领导同志还
有：丁薛祥、许其亮、陈希、黄
坤明、沈跃跃、杨晶、万钢。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
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国家科技
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委员会成员和首都
科技界代表等共约3300人参
加大会。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共评选出271个项目和9
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
学奖35项，其中一等奖2项、
二等奖33项；国家技术发明
奖66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
等奖6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 170 项，其中特等奖 3
项、一等奖21项（含创新团队
3 项）、二等奖146项；授予7
名外籍科技专家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