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红色足迹”

斗门区文广新局开展党员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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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乔宇 见习记
者何进报道：记者昨日获悉，为
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推进斗
门区文化事业发展，斗门区文广
新局在职党支部日前组织全体
党员，前往苏兆征故居陈列馆开
展“寻找红色足迹”主题活动。

活动中，全体党员在讲解员
的带领下，了解苏兆征从海员到工
人运动杰出领袖的光辉历程。展
厅中详实的文字描述和历史照片，

多角度多层面重现了苏兆征不惧
险阻、英勇奋斗的革命人生。党员
们在认真聆听中，对中国革命历史
有了更具体深刻的了解。

当日在苏兆征故居陈列馆，
斗门区文广新局有关负责人带领
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
温入党誓词。这次重温入党誓
词，使每位党员深刻意识到，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要
勇于担当、敢于作为。

本报讯 记者乔宇 见习记者
何进报道：为丰富井岸镇村居儿
童的暑期文化生活，提升孩子们
的文化艺术兴趣，由斗门区井岸
镇文化站联合南峰社区与西埔
村，举办“2018年暑期夏令营”活
动。7月9日分别在南峰社区、西
埔村活动中心开课，专业戏剧老
师邓汉彬获邀为40多名儿童开
展少儿朗诵培训。

课堂上，邓汉彬老师从“听、
说、做、练、演、评”等方面，来培养

孩子的综合表达能力，让孩子们
克服当众讲话的羞怯感，形成准
确良好的语言逻辑和口脑的协调
能力，深受村居孩子们欢迎，让孩
子们度过一个多姿多彩的假期。

本期活动从7月9日持续至
7月20日（周末除外），涵盖朗诵
艺术、音乐剧、童话剧、课本剧、小
品、播音与主持、剪纸手工课、绘
画课、音乐欣赏课等内容，学员都
是来自南峰社区和西村本地居民
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艺术荟萃 七彩童年

井岸镇举办村居儿童暑期夏令营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为激
发乡村困境儿童学习英语的兴
趣，提高学习能力，7月11日至
13日，白蕉镇妇联联合珠海市妇
女儿童福利会，为昭信村困境儿
童开展公益英语培训活动，“乐纷
英语世界”获邀为孩子们授课。

课堂上，外教老师用丰富的
教具吸引孩子们注意力，通过
灵活有趣的讲课方式调动孩子
们的兴趣，带领孩子们在全浸
入式环境中快乐地学习英语，

体验纯正的西方文化。学生们
很快从胆小不敢发言，变成争
先恐后地跟外教打招呼，主动
参加游戏活动。

据悉，白蕉镇妇联将继续整合
社会资源，帮助留守、困境、单亲等
弱势儿童群体，积极营造有利于儿
童全面、健康、快乐成长的良好环
境和社会氛围，让更多的农村孩子
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引导更多
的人参与到关爱弱势儿童群体的
行动中，传递温暖、奉献爱心。

昭信村开展公益英语培训
外教教得有趣孩子学得开心

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者
何进报道：7月 10日，著名香港
慈善家田家炳博士辞世。11日
下午，珠海市田家炳中学百余位
师生，来到田家炳生前捐建的教
学楼，举行悼念活动、传承其致力
教育的精神。

7月10日，田家炳基金会官
方网站发布了《田家炳博士讣
告》：备受尊敬的田家炳博士于当
天上午安详辞世，享年99岁。珠
海市教育局、斗门区教育局及珠
海市田家炳中学，当日即向田家
炳基金会致吊唁函。

11日，在珠海市教育局统筹，
斗门区教育局及田家炳中学共同
策划组织开展的追悼会上，师生
们共同观看了田老的生平事迹。

田家炳先生对教育尤为重
视，多年亲躬捐资助学，至今已在
内地捐助数百所学校。田家炳中
学校长程鹏介绍，2003年，田家
炳先生捐资250万元，用于田家
炳中学（前身为白蕉镇中学）校园
基础建设，配置先进的教学设
备。他本人更是亲自出席该中学
揭幕及新教学楼奠基典礼，从此
与珠海教育结下了深厚情缘，15
载情系斗门。

目前，珠海市田家炳中学英语
科组已加入田家炳基金会主持的
支援计划。基金会从今年起，在学
校设立优秀毕业生奖学金，每年奖
学金达20000元。田家炳中学还
将加入基金会的相关教师内涵发
展建设计划、学校改进计划等。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师生
悼念香港慈善家田家炳

□采写：本报记者 张帆
□摄影：本报记者 曾遥

前几天，六乡派出所白蕉开
发区“智慧警务室”启用，相关业
务办理在逐步上线。

白蕉镇新环片区有6个行政
村1个居委会，距离六乡派出所
近13公里，村民想要办理相关业
务，出行路途比较远。

斗门公安分局试点升级改造
“智慧警务室”，极大地提升了工
作效率，方便群众就近办事，这让
新环片区附近居民点赞不已。

解放思想观念，提高服务效
率，群众获益匪浅！

斗门区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
和发展实际，积极落实“思想大解
放、作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在
实体经济、生态农业、民生福祉等

方面发力，以更高政治站位，以
创新思维、务实风格和快捷效
率，为广东奋力实现“四个走在
全国前列”和珠海推动新时代

“二次创业”，体现斗门担当、贡
献斗门力量。

黄杨河水奔流入海，滋润
万重青山绿水。

斗门区积极落实“思想大
解放、作风大转变、效率大提
升”，收效明显。正如斗门区委
书记周海金所言：带来了更新
的思想观念、更好的工作作风、
更高的工作效率。

思想大解放，极目楚天舒，
收获了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有效
的治理手段。其中，建章立制

成为落地生根、助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斗门区在全省率先出台
《斗门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方案（2018-2020年）》，打
造全国先进的新农村建设示
范区。

斗门区通过《关于加强城
市精细化管理的实施意见》《斗
门区推进“三化”建设“三城”工
作总体方案》，推进美化、绿化、
净化“三化”，建设绿城、花城、
公园之城“三城”。

在“珠海英才计划”框架
下，斗门区率先出台“斗门黄杨
英才”系列政策，得到了市委的
充分肯定。

更新思想观念建章立制

“这是订单爆棚的节奏，一天
出货两台设备，销售团队火力太
猛！”

6月29日，力普士科技（珠海）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保忠微信圈
的这几句话，自豪感溢于言表。

力普士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总部位于新青科技工业园，专业
生产加工LED UV智能化胶印
光源，致力于打造世界第一品牌
LED UV胶印固化光源方案提
供商。

思想引领作风，作风提升
效率。

新青科技工业园管委会解
放思想，强化服务意识，在审批、
扶持及融资等方面全力跟进，对
在谈的项目、签约的项目，加强
跟踪服务，争取在谈的早日签
约，签约的早日落地建设，不断
提高招商引资工作效率。

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园
区引进大邦智能电子等9个项
目，总投资额达2.1亿元。

园区作为斗门区实体经济
发展的重要阵地，斗门区推动
落实“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
变、效率大提升”，探索实现园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
新举措，努力抢抓一系列重大
机遇，在产业发展、创新驱动、
转型升级等方面，推动新理念、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动
能、新平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
落地生根，奋力推动斗门区实
体经济“二次腾飞”。

探索实体经济发展新举措

河网纵横、青山绿水，稻花香
里说丰年。

这里是生机盎然、广袤无垠
的斗门生态农业园。

“上半年园区农业总产值约
达18.21亿元，完成上半年目标
的 102.3%，预计全年达 46.4 亿
元以上。”斗门生态农业园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半年随着白蕉
现代农业示范园等项目陆续开
工建设，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预计可达30亿元，园区后发优
势明显。

“践行‘思想大解放、作风大
转变、效率大提升’，更新观念，创

新工作机制和作风。”该负责人
表示，这是园区经济取得明显
成效的缘由之一。

生态立园、产业兴园、旅游
旺园、科技强园。

斗门区在我市行政区中
生态最完整，农林牧副渔、
山水林田湖、农业工业园区
等条件，相对其他行政区都
不差，甚至最好。斗门区如
何发展生态农业，践行乡村
振兴战略？

2月 4日，著名“三农”问
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温铁军，获邀

来珠海讲座时表示，乡村是
多样性的，生态是多样性的，
生态农业与乡村振兴本质上
是可以和谐相处的。

解放思想转作风，提升效
能促落实，落实推进乡村振兴。

斗门区深入践行新发展理
念，大力弘扬“敢于担当、狠抓
落实、注重实效”的作风，切实
提升效率，推进现代农业产业
化、农产品质量监管、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等各项工作抓紧抓实
抓好，推动斗门生态农业大发
展、乡村振兴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

解放思想推进乡村振兴

“村里垃圾少了”，“花草树
木多了”，“新青三路小摊贩不见
了”……城市环境变得“干净、
整齐、平安、优美”，群众纷纷点
赞。

斗门区把加强城市精细化
管理，作为落实“思想大解放、作
风大转变、效率大提升”的重要
实践，定规则，立规矩，做标准，
在垃圾清理、污水治理、市政道
路优化提升、交通综合管理、大
气污染防治、绿化综合提升等方
面，进一步清理、规范、优化、提
升城市环境，成效明显。

“城市环境整治范围扩大，
由重点区域、主城区延伸到城

乡、农村、工业园区等。”斗门
区城管执法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效率大
提升，让城市有城市的美。

大街小巷变得干净整洁：
环卫部门落实长效保洁机制，
实施16小时保洁制度。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对不履行“门前三包”的责任主
体，依法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或处罚。

山清水秀，花木葳蕤：井
岸城区、白蕉东片区、白藤街
道、新青片区，补植行道树
6245 棵乔木；白蕉高速出入

口、S272西部沿海高速桥底、
尖峰桥西完成繁花节点提
升。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效率大
提升，让农村环境变了样。

拆除农村畜禽养殖场：依
法依规清理不符合发展要求
的养殖场。目前，黄杨村、泥
湾村、五福村、乾务村等黑臭
河涌沿线畜禽养殖场 160余
家被清理。

农村黑臭水体得到改善：
五镇一街积极行动，清理村河
道水浮莲，整治淤积河道，对
河岸进行修缮，实现“水清岸
绿景美”。

效率提升让城乡环境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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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不用来回跑
20多公里办事了，方便
很多。”

六乡派出所白蕉开
发区“智慧警务室”的启
用，让南环村的村民高
兴不已。

斗门公安分局将派
出所警务室打造成“智
慧警务室”，提升处警及
为民服务效率，成为全
区“更新观念、转变作
风、提升效率”的生动缩
影。

斗门区根据市委市
政府要求，积极落实
“思想大解放、作风大
转变、效率大提升”，在
实体经济、城乡环境、
生态农业等方面，以创
新思维、务实风格和更
高效率，解放思想转作
风，提升效能促落实，
为广东奋力实现“四个
走在全国前列”和珠海
推动新时代“二次创
业”，体现斗门担当、贡
献斗门力量。

外教幽默风趣，孩子们眼前一亮。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田家炳中学学子向田先生默哀。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