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卢展晴

04

责任编辑：朱万红 美编：赵耀中 校对：张世强

2018年4月6日 星期五

香洲精彩，每天不一样！

香洲观察

在主要市政道路，实行一天不少于五次洒水降尘；所
有施工工地，要求全部围蔽布网；沿街商铺住宅，采取地毯
式排查确保燃煤清退……打赢蓝天保卫战，珠海香洲在行
动。

3月30日，香洲区区长刘齐英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会议。随后，香洲区环保局立即牵头制定了《珠海市
香洲区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工作方案》，梳理出41项重
点任务，制定工作台账并落实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

昨日，记者前往香洲部分工地和主干道实地走访，明
显感受到路面更整洁了，尘土更少了，环境更清新了，天空
也更湛蓝了。

民生福祉是政府工作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香洲将继续为老百姓的幸福
感“加码”。据介绍，香洲将
再用3年时间，投入40亿元
完成本届政府承诺的实现市
民艺术中心、养老服务中心、
管道燃气入户9个镇街全覆
盖，建成区文化中心、食品集
中加工中心等一批民生工
程，把政府对群众的承诺一
件件变为现实。

持续抓好教育是香洲最
大的民生。一方面，香洲将
强力推行在“三旧”改造和商
业土地开发中配建公办学校
和幼儿园，积极引进优质民
办教育，形成多层次供给体
系。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力
度，确保今年内普惠性幼儿
园达到80%。另一方面，将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
学过程管理，推动教育事业
内涵发展，打造“香洲教育”
品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香洲区还将构建完备的精神
文化服务体系，打造以区、镇
街文化中心为支点，以社区文
化中心为中坚，以社区公园、
美丽街角为节点，让群众出门
遇见文化、参与文化，更好地
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

城市品质提升，同样是
民生之重。作为主城区，香
洲区将全力推进城市品质提
升。一方面，理顺城管体制；
另一方面，提高城管机械化
水平，年内再将投入3000万
元采购一批先进管养装备，
推进管理精细化和减员增
效。与此同时，将继续强化
城市管理规范化。针对广告
招牌、工地围蔽、泥头车装运
等市政管理难点制定详细指
引，让管理对象有规范可循；
还将推进城管智慧化，积极
应用大数据、窄带物联网和
人工智能识别技术，提升城
市管理的科学化、效能化水
平，用“绣花”的功夫抓好城
市管理。

美好生态环境巩固、社
会安全稳定同样与百姓息息
相关。下一步，香洲将全面
落实河长制，年内动工静态
投资40亿元的前山河“一河
两涌”生态绿堤水系工程，启
动第二批总投资16亿元的
污水管网建设及修复工程，
完成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坚
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狠抓大
气环境整治，做好工地和道
路扬尘、商铺燃煤、餐饮油烟
等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持续
提升空气质量。安全保障
上，将深入落实“扫黑除恶”
三年行动计划，打造广东省
最安全的城区。

保障再加强

推动民生大改善

拟投40亿元
为幸福“加码”

再燃改革激情
香洲重整行装再出发

“以凤凰涅槃的勇气、破釜沉舟的决心，用坐不住的紧迫感、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重燃大
激情、深化大改革、推动大落实，实现香洲高质量发展。”3月23日，香洲区举办“再燃改革激情，重整行装再
出发”党政班子专题研讨会，香洲区发展有了更明确的任务和更强的动力。

该如何重整行装再出发？香洲区已做好部署。记者获悉，在专题研讨会后，香洲区经过深入调研，形成
了《“再燃改革激情，重整行装再出发”香洲思考》工作报告（后简称《香洲思考》），明确将从推动作风大转变、
格局大提升、经济大跨越、效率大变革、民生大改善等方面着力，实现香洲高质量发展，为全市实现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作出主城区应有贡献。

格局决定未来，区域要
发展离不开宏大格局。当
前，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
家战略，港珠澳大桥即将通
车，珠海作为珠三角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拥有横琴自
贸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期。
香洲作为珠海经济特区的主
城区，如何迅速推动格局大
提升，变得尤为重要。《香洲
思考》强调，在新时代，香洲
将以更高的标准谋划发展定
位，更高的水平规划发展思
路，更高的质量落实发展目
标，推动主城区发展格局再
提升。

定位上，香洲已迅速找

准新定位，将立足粤港澳大
湾区看香洲，力争再通过5
年 努 力 ，经 济 总 量 突 破
2000 亿元、综合实力晋位
升级，挺进全省前列，初步
建成创新资源集聚高地、高
品质生态城区、粤港澳大湾
区核心城区。

空间规划上，香洲将发
挥规划的龙头引领作用，
引导更多资源集聚，重点
推动“两带、两核、三中心”
建设。同样，产业规划已进
一步明确，将推动产业模式
转型，从政策到空间，资源
配置到要素集聚，企业服务
到制度供给，打造全方位产
业服务体系；大力推进高端

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高
端服务业发展，减少对房地
产和支柱骨干企业依赖，避
免产业脱实向虚。接下来，
格力周边7块合计70万平
方米用地将加快整合，推动
格力电器产值超 2000 亿
元；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
智能与工业化将深度融合，
加快推动智能家居、现代
打印设备及耗材产业等传
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还
将加大对新产业新技术新
业态的研究，敢于“无中生
有”，善于“以一博十”，以
更大的胆识和魄力抢抓产
业风口，推动产业发展实
现弯道超车。

谋划再深入 推动格局大提升

5年后经济总量有望突破2千亿

惟先解放思想，方能有
行动突破。“当前香洲正处于
负重前行、爬坡过坎的关键
时期，面临着许多问题，但归
根结底是干部队伍的思想问
题。破解香洲发展难题，首
先是推动新一轮思想大解
放，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
的热情。”记者注意到，《香洲

思考》尤其强调思想解放，强
调下一步将从强化理论武
装、打破思维局限、完善体制
机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四
方面全面解放各级干部思
想，推动作风大转变。

无独有偶，早在3月23
日，香洲“再燃改革激情，重
整行装再出发”党政班子专

题研讨会上，香洲区区长刘
齐英同样高度强调解放思想
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干
部要放下顾虑，重启解放思
想这个“总开关”，以改革再
出发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精
神，敢为天下先，敢于打破思
想障碍和利益牵绊，积极主
动地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

思想再解放 推动作风大转变

各部门重启思想解放“总开关”

保持经济适度较快增
长，是坚实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的基础。面对土地空间短
缺、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制约
香洲经济发展的困局，香洲
将从空间、人才、政策及制度
供给方面寻求新突破。

空间上，将向城市更新
要新空间，全面加快占地
500万平方米的城中旧村和
占地597万平方米的旧工业
区改造进程；向土地整合要
新载体，将集约节约利用市
政府移交香洲区的广生村西
侧、南屏水库下以及青年水
库旁等3块合计32万平方米
的用地，打造精品产业园区；
向商务楼宇要新平台，进一
步加快楼宇经济发展，打造
成“立起来的园区”。

在人才供给上，香洲将

紧紧抓住人才最为关注的发
展机会、成长条件、住房保
障、后顾之忧等热点问题，以
最优的政策、最强的举措、最
好的服务让广大人才“引得
进、留得住、发展好”，在新一
轮城市“抢才”大战中占领制
高点。将加大人才引进投入
力度，解决人才“乐业”问题，
今年人才专项扶持资金从
3000万元增加至1亿元。其
次，做好配套，解决人才“安
居”的问题。在全区现有
2500套人才公寓的基础上，
今年将建成南屏人才公寓
322 套，并通过强化在“三
旧”改造和商业土地开发中
配建人才公寓等措施，每年
筹措不少于1500套人才公
寓，解决各层次人才住房问
题。除此外，香洲区还将充

分发挥主城区生活便利、配
套完善、环境优美的综合优
势，有针对性出台人才子女
入园入学、父母养老、配偶就
业等方面政策，解决人才后
顾之忧。

制度供给上，香洲区同
样力促创新，将多体系制定
产业扶持政策。加大财政投
入力度，今年增拨产业扶持
资金至5亿元，修订完善《香
洲区创新发展若干措施》，重
点投向高企培育、技术改造、
企业上台阶、企业科研补贴、
科技金融融合等领域；与此
同时，还将全方位服务格力
电器做大做强做优；全过程
服务企业实现稳商留商安
商，设立8889899企业服务
热线，形成24小时全天候服
务体系。

发展再提升 推动经济大跨越

空间、人才、制度多要素寻求新突破

要改革，除需激情，还需
决心。当前，香洲发展受制
于体制机制的诸多障碍。《香
洲思考》指出，香洲必须发动
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充分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做
法，努力破除思想顾虑和制
度障碍，进一步强化效率意
识，为香洲发展换挡提速。

在行政审批上，香洲区
将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性，用

足用好建设施工许可等85
项市下放香洲的审批权限，
推进“三旧”改造和园区建设
项目进度；积极借鉴上海简
政放权的重大举措，在香洲
探索实施“流程再造、分类审
批、提前介入、告知承诺、多
评合一、多图联审、同步审
批、限时办结”等举措，进一
步整合审批资源、提高审批
效率、降低审批成本，将社会

投资项目审批时间缩减一
半。

除外，还将大力推进政府
投资项目代建制。针对政府
投资项目普遍面临的前期工
作漫长、工程建设滞后、低价
中标、建筑质量监管难、腐败
滋生等老大难问题，探索借鉴
深圳福田区创新推出的政府
投资项目全过程全链条，深度
市场化专业化代建新模式。

改革再深入 推动效率大提速

敢于刀刃向内破除体制障碍

本栏采写：本报记者 高松 戴丹梅
摄影：本报记者 钟凡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我们
不再用煤炉了。”在前山街道南沙
湾社区，一家临街饭店老板拿着
一张红色的倡议信告诉记者。原
来，为营造大气污染防治良好氛
围，香洲区前山街道派发了近
5000份倡议信，呼吁广大企业、
商家、市民从我做起，不使用煤、
重油或柴禾作燃料，不使用木炭
进行露天烧烤。广泛宣传后，随
即进行地毯式排查，南沙湾社区
居委会主任饶文喜告诉记者，南
沙湾辖区内“三小经营场所”一共

298家，经过连日排查，有10家
使用蜂窝煤作燃料，其中，3家自
行整改，7家被没收煤炉工具，并
接受《珠海市服务业环境管理条
例》教育。

正在行动的远不止前山街道
一处。据悉，连日来，香洲区采取
白加黑、地毯式排查，对辖区“三
小”场所、餐饮店违规燃煤等行为
开展地毯式排查整治，共出动了
980余人次，对违法使用污染燃料
的责任单位现场责令整改，共扣押
煤球约6324个，没收煤炉185个。

地毯式排查 实现燃煤清退

在金鸡路，记者见到了一款
“降尘神器”。通体白色、容量6
吨的香洲环保降尘车一经驶
过，道路两旁空气湿度顿增。
南湾环卫所所长李献良告诉记
者，金鸡路全长3公里，受周边
中珠交界的坦洲沙角环码头沙
场和附近项目施工影响，扬尘
较为明显，“在日常不间断的保

洁之外，我们还配备两台路面
清洗车、两台洒水车、一台环保
降尘车进行路面保洁和洒水降
尘工作。”据了解，香洲区各个
主干道均按照“湿运”标准，强
化路洒水降尘工作，一天不低
于五次洒水降尘，让市民走在
街上，每天都能感受到城区环
境的净化提升。

洒水降尘 净化主干道

来到红山路凤凰中学项目
工地，记者看到，2.3万平方米的
工地外围全部进行了围蔽，内部
裸露区域上均覆盖着绿色防尘
网。项目建设方负责人陈琦告
诉记者，为避免“灰头土脸”建
筑工地的出现，有效减少对大
气环境影响，凤凰中学项目自
2017年 11月动工建设以来，始
终采用100%湿法作业，并建设
有喷雾滴灌系统，在土石方工
程作业时采取雾炮、喷淋、洒水
等降尘措施，对项目未施工的裸
土区域全部使用符合要求的防
尘网进行覆盖，施工时仅揭开施

工区。在工地出入口，记者见到
准备离开工地的大卡车正在“洗
澡”，经过下沉式过水洗车槽、高
压水枪等设备综合发力，几分钟
后，“焕然一新”的卡车才被允许
驶出工地，“所有车辆一车一记
录，所有场区道路100%硬化。”
陈琦表示。

建筑工地是打赢蓝天保卫战
的重点阵地。香洲区瞄准辖区内
各大在建项目，利用扬尘监测车
对25个建设工地等重点区域进
行全覆盖的扬尘监测，督促在建
工地严格落实“六个 100%”措
施，建设空气“清新”工地。

围蔽布网 建设清新工地

蓝天保卫战 香洲在行动

环境更清新了
天空更湛蓝了

4月4日，香洲环保降尘车正在金鸡路进行喷雾降尘作业。

4月4日，凤凰中学项目工地覆盖绿网降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