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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帆 见习记者
王晓君报道：7月 11日上午，市
政府督办室实地督查市政府教育
重点工作和民生实事办理进展情
况。督办室听取了市教育局有关
情况汇报，并重点检查了梅华幼
儿园、金湾区航空新城幼儿园等
项目的建设进展。

倒排工期确保按时开园

市政府督办室一行先后前往
香洲区梅华幼儿园、金湾区航空
新城幼儿园督导建设工作。据了
解，梅华幼儿园目前已完成室内
装修工程，正进行室外围墙和道
路施工，建成后将提供400个学
位。航空新城幼儿园是通过回购
中航花园小区配套幼儿园而新开
办的公办幼儿园，设计规模为9

个班级，可提供270个学位。市
政府督办室听取了项目建设进展
情况汇报后，要求项目建设单位
要做好极端天气对安全施工影响
的预研预判工作，按照时限要求
倒排工期，确保上述两个公办幼
儿园在今年9月份顺利开园。

同时，市政府督办室强调，校
园安全是学校建设工作的重中之
重，建设过程中应当认真挑选和
使用环保无毒的材料，做好环评
安检工作。另外，项目建设单位
要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解
决项目实施中的具体问题，切实
做到质量有保证、速度要加快、安
全无问题。

据市教育局介绍，2018年全
市将新建、移交、收购8所公办幼
儿园。其中，梅华幼儿园、香洲区

TOD小镇幼儿园计划今年9
月开园，共提供720个学位；高
新区第三幼儿园计划今年12
月建成，提供450个学位。斗
门区时代香海花园三期小区配
套幼儿园已完成移交手续，正
在协调产权登记有关事宜，可
提供400个学位；高新区远大
美域小区配套幼儿园目前正在
进行装修，计划今年9月完成
移交，可提供360个学位。横
琴新区综合服务区幼儿园、高
栏港区南水镇第二中心幼儿园
计划年内开工，建成后将可新
提供900个学位。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幼儿
园332所，其中公办园40所，
民办园292所，其中包括普惠
性幼儿园212所，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达79.39%。

推动项目加快建设进度

在中小学校建设方面，斗
门区珠峰实验学校正在开展主
体结构施工，计划2019年秋季
正式招生，届时将新增1600多
个小学学位和 900个初中学
位。珠海中学项目已于2018
年6月22日复工，市政府督办
室要求斗门区加大工作力度，
推动项目加快建设进度。

据市教育局介绍，我市其
他在建中小学项目均按计划推
进建设。其中，北山小学、梅华
中学、横琴一中预计将于2018
年9月投入使用，齐正小学、凤
凰中学预计将于2019年 9月
投入使用。

市政府督办室督查我市教育重点工作和民生实事办理进展情况

倒排工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高松 戴丹梅报
道：日前，横琴新区、保税区党委
书记牛敬带队赴其对口帮扶的阳
江市阳西县和海陵区调研扶贫工
作。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阳西县
上洋镇上洋村，考察上洋村文化
广场和四方塘环境治理等帮扶项
目，并走访慰问了部分贫困户。

在海陵区，调研组一行查看了海
陵区人民医院、海滨栈道等帮扶
项目。

据了解，今年，由横琴新区对
口帮扶阳江海陵岛的“阳江海陵-
珠海机场-珠海横琴旅游（机场）
快线”已开通运行，这对于深化珠
海、阳江合作共建和推动阳江海陵
岛、珠海横琴岛“双岛联动”具有重

要意义。此外，由珠海市和横琴
新区联合帮扶的海陵区人民医
院建设已至收尾阶段，项目总计
投入400万元帮扶资金，用于科
室建设、设备购置等用途，提高
当地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近日，两地还在阳江联合
召开了横琴新区对口帮扶阳江
海陵试验区工作联席会议。会

议充分肯定了横琴新区对口帮
扶海陵试验区的工作成果，并
表示接下来，两地将按照“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理念，紧紧围
绕产业规划、项目招商、合作共
建、人才交流等方面高质量、高
标准完成帮扶工作考核任务，
加强旅游资源互动以及金融、
商务办公等产业资源互补。

横琴新区组队赴阳江两区（县）开展扶贫协作工作

“双岛联动”推进旅游扶贫结硕果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8
日上午，斗门区有关领导调研督
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交办案件，要求加强联合整治，
重点对山体复绿工程、相关开采

设施清理、饮用水源保护等工作
进行督查，督促各有关单位要切
实落实各项交办工作。

当天，斗门区领导先后深
入到黄杨山复绿工程工地、黄
杨泵站二级水源保护区等地，
听取各单位的工作情况汇报，
重点对山体复绿工程、相关开
采设施清理、饮用水源保护等
工作进行督查，督促各有关单

位要切实落实好各项交办工
作。

督查组要求，各相关部门
单位要加强联合整治，按责任
具体分工，落实各项整治措
施；同时强化区域日常监管，
对整改进展进行跟踪落实，确
保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
办案件全部彻底整改到位，按
期办结。

斗门区要求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案件加强联合整治

确保整改到位按期办结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10日，市港澳流渔协会召开常
委会，总结上半年工作情况，
审议协会有关制度和人事安
排，并一致讨论通过了新修订
的助困帮扶慰问办法、财务管
理规定、物业租赁管理办法等
有关制度。副市长、市港澳流
渔协会会长刘嘉文出席会议
并要求，要认清形势，坚定信
心，以新的谋划、新的要求，落
实并促进流渔工作上档次、创
水平。

会议肯定了市港澳流渔协
会今年上半年在规范管理、服
务渔民、开拓创新等各方面取
得的新成绩，要求协会要进一
步改进工作作风，提高队伍建
设水平；要坚持始终以港澳流
动渔民为中心，切实为渔民办
实事、解难题；要加大宣传教育
的力度，切实把国家的渔业政

策落到实处，做到海洋捕捞与
海洋资源保护并重，切实维护
生态平衡。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上
半年，市港澳流渔协会领导班
子团结一致，求真务实，开拓
创新，各项工作取得可喜成
绩。会员服务持续升级，建立
完善困难救助办法，上半年发
放各项慰问、济困助学资金26
万元。同时，协会还为渔民朋
友落实北斗安装补贴资金 33
万元。

据了解，困扰渔民朋友的历
史问题在上半年也有了新突
破。其中，通过多方协调，解决
了渔民辅助船办证问题。已有
29艘辅助船办理了辅助捕捞许
可证。值得一提的是，协会还落
实渔船更新改造惠民政策，为
13艘渔船申请更新改造补助资
金925万元。

市港澳流渔协会着力提升服务渔民工作水平

落实渔船改造补助金925万元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近
日，广东经济形势报告会珠海
市专场活动走进珠海港集团，
市统计局总统计师黎肖铎作了
题为《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
前列”新征程》的主题宣讲，为
珠海港集团党员干部职工全面
分析了广东省及珠海市当前经
济形势。

报告会上，黎肖铎从一季
度广东经济形势、党的十八大
以来广东一系列新部署安排、
珠海经济发展新成就等方面
出发，通过详实的数据、清晰
的图表和典型的案例，深入浅
出地阐述了广东经济取得的
丰硕成果，分析了广东当前

“稳中向好”的经济形势，解读
了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对
经济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大
部署安排，为与会人员进一步
正确认识和把握全省经济形
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益指导。

珠海港集团董事长欧辉生
表示，本次广东经济形势报告会
专场活动走进珠海港集团，对国
有企业规划发展方向及作出相
关决策具有重大意义。集团上
下将抢抓时代机遇，切实践行集
团四大战略，为珠海港早日迈进
世界港口50强不懈努力，奋力
推动新时代珠海“二次创业”新
征程。

广东经济形势报告会走进珠海港集团

明晰经济形势 助力强港建设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
日前，广东经济形势报告团成
员、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副院长林江教授应邀做客市财
政局作“广东经济形势”专题报
告。市财政局150多名干部职
工参加了报告会。

林江教授以实际案例和
详实数据为基础，生动系统
讲述改革开放 40 年来国家、
广东、珠海经济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的历程。他从主要经
济指标分析和比较、新动能
推动工业发展质量提高、创
新发展后劲增强、高技术制
造业保持较快增长等角度深
入分析，指出广东、珠海一季

度总体经济形势稳中向好。
通过对广东、珠海新时代发
展条件的深刻变化，提出广
东正处在结构调整、动能转
换关键期，指出广东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经济转向高质
量发展正当其时。

通过此次宣讲，我市财政
干部对广东和珠海的经济形
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纷纷
表示将高标准落实《中共珠海
市委关于推动思想大解放、作
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的决
定》，坚持聚焦主责、主业的
工作方法，积极发挥职能作
用，扎实推动新时代珠海“二
次创业”。

市财政局邀请专家作广东经济形势专题报告

对标高标准开创财政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胡钰衎报道：日
前，团市委召开各界青年学习贯
彻共青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下简称“团十八大”）精神座谈
会，团十八大代表、团市委常委、
各区（功能区）团委（团工委）书
记、各高校团委（团工委）书记、市
青联委员代表、团属青年社会组
织负责人代表60余人参会。

本次会议旨在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团十八大精神，进一步领会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和
共青团工作的重要指示。会上，
团十八大代表、团市委书记闵云
童向与会青年们介绍了团十八大
的召开情况，传达习近平总书记
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
体谈话精神、团十八报告主要内
容、《团章》修改情况等，并对全市
团系统后续学习宣传贯彻团的十
八大精神进行了动员和部署。

团市委召开各界青年学习

贯彻团十八大精神座谈会

吃透精神
助力城市发展

本报讯 记者乔宇 见习记
者何进报道：日前，斗门区召开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
会，斗门区15位与会领导联系思
想工作实际，展开了深刻的自我
剖析。会议强调要借助“思想大
解放、作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

的东风，拿出“杀出一条血路”的
勇气，抢抓历史机遇，以新的更
大作为开创斗门发展新局面。

学习会上，斗门区15名领
导逐一发言，大家结合分管的
工作情况，围绕“思想、作风、效
率”三大方面的问题深入查摆

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思路和
措施。

会议认为，斗门区要切实
按照市委决策部署，以更新的
思想观念、更好的工作作风、
更高的工作效率，奋力开创斗
门各项事业新局面。

斗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奋力开创斗门发展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