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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
报道：6月12日下午，市委常委会
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
十二届四次全会精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永航主持会
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
贯彻，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四
次全会的决策部署，勇担特区新使
命，雷厉风行抓落实，以新担当新作
为开创珠海工作新局面。

会议指出，省委十二届四次全
会是在广东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重
要讲话精神，在改革开放40周年
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的关
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
议，是广东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
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深刻领会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的
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

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使命意识，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持续推动思想大解放、作风
大转变、效率大提升，再燃改革激
情，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新起点上
推动珠海“二次创业”，为广东奋力
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体现特
区担当、贡献珠海力量。

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全会精
神对标对表，坚持真抓实干，推动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真正落到实
处。要牢牢抓住创新驱动发展这一
核心战略，大力培育创新主体，加强
创新平台建设，加快引进培育创新
人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
地。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重
点，坚决落实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
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激发潜力，加
快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
机制。要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重
点，集中力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大
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要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高标准推进横琴自贸试验
片区建设，深化珠港澳合作，深度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要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牵引乡村振兴，推动社会治理和服
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深入整治乡村
人居环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
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全市
一盘棋，促进东西部、城乡、陆岛融
合发展，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要以深入推进精神文明
建设为重点，大力实施铸魂立德工
程、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全域文明创
建工程、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建设文
化强市。要加快营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现实利
益问题，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努力把珠海建设成为全国最安
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
的城市之一。要坚决打赢三大攻坚
战，扎实推进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市
场等领域专项整治，携手被帮扶和
受援地区共同打好脱贫攻坚战，坚
决完成污染防治硬任务。要全面
深化改革，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敢
于啃硬骨头、蹚深水区，结合珠海
实际，大胆改革创新，打造更多改
革亮点。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守生态底
线，解决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全
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
展，筑牢发展底盘。

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新时代珠海改
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
证。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要
求，坚决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
流毒影响，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
权主动权，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管理，筑牢
意识形态安全“护城河”“防火墙”。
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落实好
干部标准，营造激励广大干部担当
作为的良好氛围。要持之以恒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党组织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坚定不移
正风肃纪反腐，切实发挥巡察“利
剑”作用，持续巩固反“四风”成效，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
引向深入。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
报道：6月12日下午，市委常委会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落实《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
定》会议和省委议军会议精神，研究
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
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永航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于
泰山。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
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不折不扣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要求，时刻绷
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
强日常安全监管，全面彻底排查化
解各类安全隐患，建立安全生产检
查和监督管理的常态化机制，严防
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加快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进一
步完善机制体制，加强消防设备设
施等硬件建设，加强安全生产队伍
建设，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整体水
平。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
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切实增强全民安全文明素质。要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
责，严格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
任、安监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
责任，建立横到边、纵到底的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把责任落实到部
门、基层、企业，做到责任落实无空
挡、监督管理无盲区。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坚持把政治建军摆在首位，把习
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到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切实履行党

管武装的政治责任，推动我市国防
动员建设各项工作落在实处、取得
实效。要按照省委议军会议部署要
求，聚焦主责主业，加强后备力量建
设，不断推进我市国防动员和后备
力量建设创新发展。要大力推动军
民融合发展，积极争创国家军民融
合创新示范区，继续办好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营造“军转民”“民
参军”的良好环境。要加强组织领
导，不断强化体制机制保障，创新开
展“双拥”工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
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国家和省有关会议精神

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本报讯 记者靳碧海报道：6月12日，市委副书记、
市长姚奕生会见了参加“友好使者珠海行”活动的外方
代表团一行，并与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市长麦克·萨维
奇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珠海市与加拿大哈利
法克斯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至此，我市已经
与世界各地14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

加拿大驻穗总领事馆总领事白静芳，意大利拉
斯佩齐亚市市长佩拉齐尼·皮尔路易奇，芬兰劳马市
议会主席汉娜·马尔瓦，库克群岛文化发展部秘书长
安东尼·图鲁阿，珠海市委常委、副市长祝青桥等出
席相关活动。

按照市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就落实与友城
开展深度合作的工作部署，为巩固我市友好（交流）城
市资源，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友好（交流）城市的交流与合作，我市举办了此次“友
好城市珠海行”活动。来自我市10个友好（交流）城
市的22位友好使者和来自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和纽
埃的4位友好使者一行共26人组成的外方代表团，在
我市进行为期4天的参观考察，深入了解我市的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进一步增强友好（交流）城市与我市的
交流与联系，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取得更大成效。

自1987年8月与加拿大苏里市结为首个友好城
市至今，我市已与世界各地的14个城市建立友城关
系，并与其它16个城市建立了友好交流城市关系。14
个友城分别是加拿大苏里市、美国红木市、葡萄牙布朗
库堡市、日本热海市、韩国水原市、巴西维多利亚市、瑞
典耶夫勒市、德国布伦瑞克市、俄罗斯茹科夫斯基市、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市、英国朴茨茅斯市、巴基斯坦瓜达
尔地区、波兰格丁尼亚市、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

我市举办“友好使者珠海行”活动
姚奕生会见外方代表团一行

推动与友城交流合作
再上新台阶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
年6月10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
同体》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
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外交部12日就朝美
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对会晤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
和支持。声明全文如下：

朝美领导人会晤顺利举行并取得了积极成果。这
是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决进程取得的重要进
展。我们对朝美两国领导人作出的政治决断表示高度
赞赏，对会晤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对有关各方
为推动会晤取得成功所作努力予以积极评价。

实现半岛无核化，结束持续六十多年的敌视与
对立，谋求半岛和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符合时代
发展潮流，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此次朝美领
导人会晤及其取得的成果，是向着上述目标迈出的
正确而重要的步伐。

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与
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为此作出了不懈
努力。一段时间以来，半岛形势出现的重大积极变
化，特别是朝美领导人会晤取得的成果，符合中方期
待。我们希望并支持朝美双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
成的共识，推进后续协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成果，使
政治解决半岛问题成为可持续、不可逆的进程。

中方作为半岛近邻和重要一方，愿同有关各方一
道，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

外交部就朝美领导人会晤
发表声明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昨天，第十六届中国软
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简称“软交会”）在大连开幕，
珠海首次以城市组团形象设立特装展位，并组织爱
浦京软件、金邦达、金山网络游戏科技、飞企互联、南
方软件园等12家代表企业参会，全面展示珠海服务
贸易和服务外包发展新面貌。

今年，珠海第一次以独立特装的方式亮相软交
会，企业参与度高，并集中展现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新产品、新技术。珠海爱浦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展示了其自主研发的实训邦、软件自动化测试平台、
数据保全中心、城市轨道交通方案等七大板块产
品。金邦达有限公司推出了其集个性化即时发卡、
即时补换卡、智能卡库管理及可扩展多功能自助服
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ACE301自助制卡/领卡机。

珠海企业亮相软交会
集中展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产品新技术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 通讯员陈
蓉报道：6月10日，随着来自澳大
利亚的“木兰克斯”号缓缓驶离码
头，中海油珠海LNG接收站成功接
卸自投产以来的第76船LNG，累
计卸货量突破500万吨。

据测算，500万吨LNG可替代
近900万吨煤炭，可减排二氧化碳

820万吨、二氧化硫30万吨，相当于
植树4000万棵，绿色低碳效应显著。

作为珠江西岸唯一的进口
LNG气源点，珠海LNG自投产至
今已向下游用户累计输送气态天然
气约 30.8 亿立方米、液态天然气
276万吨，日最大供气量达到1989
万立方米，期间累计完成省管网增

量调峰、恶劣天气及其他气源检修
应急保供130余次，成为保障广东
省用气安全的重要力量。

珠海LNG接收站位于珠海市
高栏岛西岸平排山下，占地面积
40.13公顷，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港口建设自然条件及配套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额

80.36亿元，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
350万吨/年，包括建设3座16万立
方米全容储罐，1座3～27万立方
米LNG运输船接卸码头。一期工
程于2013年 10月 25日成功接卸
首船LNG，2014年11月10日正式
投入商业运营。

2017年以来，北方各地区加大
“煤改气”推进力度，天然气需求出
现爆发式增长。随着北方供暖用气
需求集中释放，部分地区出现供应
紧张局面。在能源主管部门的协调
下，中海油南海天然气和珠海LNG
（液化天然气）资源源源不断地自珠
海北上，在这场缓解华北“气荒”的
保供攻坚战中，以珠海LNG为代表
的高栏港区气源供给方全力出击，
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天然气冬季保供
提供了重要支持，高栏港区作为国
家级清洁能源基地的地位凸显。

据了解，高栏港区既有来自南
海的天然气，又有LNG液化天然
气，像这样同时拥有“双气源”的清
洁能源基地，在全国是唯一一个。

2013年LNG项目工程投入使
用后，高栏港区的“双气源”有效弥
补了珠三角西岸城市能源市场的缺
口，并且优化能源结构，极大提高了
广东省天然气供应的稳定性、可靠
性和安全性，对改善生态环境、建设
生态文明港区和新型产业基地都起
着重要作用。

珠海LNG累计卸货量突破500万吨
绿色低碳效应显著

中海油珠海LNG接收站。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