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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高地 善雅斗门

马洪胜率队赴香港
开展新春招商工作让斗门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3月29日，斗门
区委副书记、区长马洪胜等率斗门区投促、统
战等部门单位，赴香港开展新春招商工作，先
后拜访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乐健集
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并参加斗门区在香港举
办的新春招商洽谈会。

当天，新春招商组一行首先来到中国建
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董事局主席兼
行政总裁周勇等企业高层进行座谈。中国建
筑集团有限公司是国资委直管央企，旗下香
港上市公司是港澳资本市场最大的综合性建
筑企业，业务遍及中国内地、香港、澳门以及
海外，2017年公司新签合约额过千亿港元，营
业额超过500亿港元。

当晚，新春招商组一行参加了斗门区在
香港举办的新春招商洽谈会，与100多名港
资企业代表、香港斗门同乡会代表共商合
作、共谋发展。马洪胜代表斗门区政府向出
席洽谈会的嘉宾，介绍近年来斗门区产业发
展情况、投资环境、创新创业氛围及相关优
惠政策。

据介绍，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和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制定，珠海将迎来
新一轮大发展，斗门作为珠海发展空间最大、
产业根基最扎实的行政区之一，将承担着深
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重任，斗门优势
突出、潜力巨大，希望各企业能抢抓机遇投资
斗门，斗门区将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最优惠的
政策。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为进一步深入学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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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3月29日下午，斗门区举办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珠海市委党
校副校长张献斌应邀讲授党课《信仰的迷失
与重建》。各镇（街）党（工）委、区直各（党）工
委分管领导，全区各级党组织书记等370多人
参加了培训。

培训学习中，张献斌引经据典、图文并
茂、运用大量详实的事例，深入浅出地与参训
人员一起探讨信仰问题的由来，并引发对信
仰问题的思考，生动地阐述了坚定信仰对于
广大党员干部的重要性及信仰缺失的危害。
专题党课主题鲜明、脉络清晰，既有理论阐
释，又有独到见解，对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
养、确保政治上的坚定和纯洁，更好推动斗门
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专题党课旁征
博引、内容丰富、引人入胜，通过此次学习，更
加坚定了信仰信念，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
保持党员本色，以优秀党员的信仰追求严格
要求自己，为建设美丽斗门贡献力量。

斗门区举办专题党课学习
370人参加培训

3月31日，斗门区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紧急
专题会议，部署打赢蓝天保卫战相关工作。

斗门区率先出台2018年第一阶段空气质量提
升攻坚行动方案，努力实现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达到91%。

一场举全区之力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迅即
打响！

青山清我目，流水静我耳。
这是关乎民生福祉的发轫，是贯彻落实省市区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精神、以此为契机构建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行动，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
东工作提出“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新要求的最有力
响应、最扎实行动。

采写：本报记者 张 帆
摄影：本报记者 曾 遥

井岸镇龙西村有一家非法
煤球加工场，煤灰四处飘扬，附近
群众意见很大。

3月31日下午，在市区两级
环保部门已进行外围调查的前提
下，井岸镇组织公安、环保、安监、
城管、村委会等部门，依法查处了
该处非法煤球加工场，停止了蜂
窝煤的非法生产。4月1日，该非
法煤球加工场的清理工作基本完
毕。

“如果你家就在煤球加工场
旁边，那么大的煤灰飘扬到家里，
你会有什么意见？”

在此次清理行动中，斗门区
相关部门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方
式强行拆除，而是采取依法合情
的劝说，告知该非法煤球加工场
业主，其行为已经触犯了相关的
法律法规，周边的群众反映很大，
并让他换位思考。该业主潘然醒
悟，积极配合、支持清理工作。

打响、打赢蓝天保卫战的过
程，也是积极宣传环保理念、提升
社会整体环保意识的过程，举全
区之力，守护斗门的蓝天白云！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据介绍，目前采取的常规管

控手段相对成本较低、成效不高，
斗门区将采取针对性更强的措
施，以期收效更大。

斗门区最新率先出台2018
年第一阶段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

动方案，针对辖区扬尘防治隐患
点建立详细清单，联动斗门区市
政园林、住建、交警、城管、交通、
属地政府等部门，落实责任单位
以及整改期限，通过全面深化、优
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
结构调整，多措施压减污染物排
放、铁腕治污，努力实现斗门区空
气质量不断改善。

该行动方案的重点任务包
括：

开展重点区域裸露地块的
绿化工作，切实有效地抑制扬
尘。主要包括：

在5月底前，督促盛世名
门、市第二中医院综合楼以及九
龙湖地产三个建筑工地，完成道
路硬底化工程，并增设洒水降尘
设备，严格按《广东省建设工程
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试
行)》，落 实 扬 尘 防 治“ 六 个
100%”（即施工现场100%围蔽、
工地砂土100%覆盖、工地路面
100%硬地化、拆除工程100%洒
水压尘、出工地车辆100%冲净
车轮车身、暂不开发的场地
100%绿化）。

6月底前，建筑面积为5万平
方米以上的工地安装视频监控设
备，做到扬尘污染防治六个
100%。加强城市道路保洁和抑
尘工作，确保每日车流量高峰期
前完成洒水抑尘作业，常规每日

不少于3次洒水，出现不利天气时
加密洒水频次，保持道路湿润。

守护蓝天白云，必须重拳出
击，加强管控及执法力度。

按照行动方案，加强泥头车
扬尘监督与责任追究，以净车上
路和防止渣土洒漏为执法重点；
强化主干道（白蕉路、连兴二路、
井岸二桥、连兴路、连桥路、金田
二路）的非密闭泥头车运输及泥
口源头责任。

加强非道路机械移动源治
理，强化工业企业治理，开展加油
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
专项检查。持续开展夜间突击执
法，对涉大气排放企业从严监
管。加强、加密对在建工地的检
查督促，针对未落实扬尘管控措
施的“黑工地”，及时在全市主要
媒体予以公开曝光。

优化减排是方案重点任务
的内容之一。

采访获悉，斗门汽车客运总
站占地面积较大，往来车辆频密，
主要为长途运输业务，兼有区内
公交车换乘业务，流动性大，公交
车辆电动化率较低。该站距离斗
门大气国控点的距离近，产生的
大量汽车尾气影响到该国控点的
细颗粒物（PM2.5）的数据。根据
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会议
精神，下一步将阶段性地搬迁该
汽车总站。

“斗门区的空气质量指数，
和全市其他区一样，没有进行
单独统计，以全市的统计数据
均值为准。”斗门区环保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

据悉，斗门区近年来认真
落实国家和省市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打好
蓝天保卫战。统计显示，在吉
大、前山、唐家、斗门等四大大
气国控点的监测数据中，斗门
大气国控点的监测数据显示，
斗门区空气质量在全市范围内
一直保持中上水准。

有比较才有鉴别和思考。
来自环保部门的数据敲响

了警钟：今年1-3月，斗门区空
气质量达标率为93.3%，同比下
降5.6百分点。全市细颗粒物
（PM2.5）均值为39微克/立方
米，同比上升8.3%；可吸入颗粒
物（PM10）均值为 55微克/立
方米，同比上升12.2%。全区空
气质量出现轻度或以上天气的
情况偶有发生，空气质量达标
稳定性和持续改善面临压力。

把脉问诊、对症下药，这是
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关键之招。

“全区大气污染防治的痛
点及不足，除了气象原因及外
来污染物输入等因素外，主要
集中在几个方面。”斗门区环保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斗门本地
的空气污染源，主要包括机动
车尾气排放和扬尘。近年来斗
门区机动车等移动源保有量增
长迅猛，全区2017年机动车保
有量逾 13万辆，减排压力较
大，柴油车特别是重型柴油货
车污染排放突出；道路扬尘、建
设工地扬尘、重点区域的精细
化管控等措施落实不到位。

盛世名门建设工地面积约
18600平方米。

进入现场，可见堆积了大
量碎石和其他建筑耗材，工地
干燥，容易产生扬尘。目前该
工地已被责令停工、整改。

2日上午，斗门区委书记周
海金率队深入该工地，了解防
尘措施落实情况，要求建设单
位加快场内平整工作，注意洒
水降尘，落实“六个百分百”措
施。周海金要求全区要坚守生
态环保底线，层级压实责任，巩
固提升大气治理成果，加大污

染治理力度，全力以赴打好环
保整治攻坚战，确保如期实现
整治目标任务，让斗门的天更
蓝、水更清、地更绿。

斗门区高度重视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2017年以来，斗门
区委、区政府先后5次召开涉
大气污染防治专题会议，4次开
展现场督办。

3月31日上午，斗门区召
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紧急专题
会议，传达贯彻省政府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市
政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斗

门区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严
峻，各部门各镇街务必须高度
重视并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切
实有效的措施，提高斗门区的
空气质量。

会上，斗门区对制定的《斗
门区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整改提
升项目清单》整改事项进行了
详细部署，明确了责任单位和
具体整改措施，安排斗门区督
办室跟进各整改事项的督办。

青山清我目，流水静我耳。
一场举全区之力的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迅即打响！

把脉

找出影响空气质量“病根”

重视

打响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管控

方案措施针对性更强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4月 2日上午，
莲洲镇举办创建交通安全示范镇启动仪式，
对相关创建工作进行部署。据悉，莲洲镇将
以创建交通安全示范镇为契机，通过落实加
强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全镇农村交
通安全劝导站、排查重点区域交通安全隐患
等，努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
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的交通安全
基础。

据了解，近年来，农村道路交通事故起
数和死亡、受伤人数有上升趋势，特别是摩
托车事故频发，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
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形勢十分严峻。

今年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动
之年。莲洲镇有关负责人表示，莲洲镇在全
镇范围内开展创建区级交通安全示范镇活
动，就是要通过创建活动完善农村交通安全
设施，提高村民交通安全意识，为莲洲实现
新时期乡村振兴发展提供良好的交通安全
基础。

斗门区有关领导出席仪式并强调，道路
交通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改
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莲
洲镇和各级单位部门要勇于担当、主动作
为，全力以赴开展创建活动，力争在解决农
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难点问题上有
新突破，确保完成道路交通安全目标管理任
务，为全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提供莲洲
经验。

斗门区落实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

莲洲镇率先启动
创建交通安全示范镇

“现在的环境绿化了变好了，以前
这里是一块烂地。”桃源居（东）附近的
一名居民表示。

该居民眼中的这块地，位于白蕉
镇连兴一路与连兴二路交界处，经过
改造提升已经成了一块绿地：绿草茵
茵、栽种了成排的小树和鸡蛋花树，整
体环境与周边的小区相得益彰。

细处着眼，扎实推进，攻克顽疾。
这是斗门区全力以赴打好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具体实践和成果之
一。

采访获悉，目前斗门区大气污染
防治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相关工作
在全区扎实推进，以期达到2018年的
目标：即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达到91%，细颗粒物（PM2.5）控制在
29 微 克/立 方 米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控制在43微克/立方米，NO2
控制在31微克/立方米。

目标

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达91%

斗门区全力以赴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斗门大气国控
点的监测数据显
示，斗门区空气质
量在全市范围内一
直保持中上水准。

青山清我目，流水静我耳。
斗门区率先出台 2018 年第一阶段空气质

量提升攻坚行动方案，努力实现全区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