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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门区部署安全生产专项工作

落实“一岗双责”责任制
本报讯 记者张帆 何进报道：

11日上午召开的斗门区委常委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市关于“防
风险保平安迎大庆”安全生产专
项行动有关要求精神，贯彻落实
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一岗双
责”责任制，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专
项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以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斗门区从8月至
10月在全区开展“防风险保平安迎
大庆”安全生产工作专项行动。

会议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更大、

任务更重。同时，“双节”期间人流、
物流集中，群众性活动增多，安全生
产任务繁重，再加上当前恶劣天气
频发，安全防范工作压力巨大。各
镇街、部门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省、
市关于“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安全
生产专项行动要求，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检查治
理，强化安全生产督查和执法检查，
加强值班值守和宣传教育；进一步
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安全生产“一岗
双责”责任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责任上进一步
压实，工作上进一步落实，全力确保
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何进报
道：9月10日上午，斗门区2019年
应征青年入伍欢送大会在斗门区体
育馆举行。121名斗门入伍青年怀
揣着保家卫国志向，在家乡父老乡
亲的欢送下，启程前往祖国天南海
北，奔赴火热军营。斗门区委、斗门
区人武部以及五镇一街征兵工作负
责人，新兵及新兵家属等500余人
参加此次活动。

送兵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
开序幕，121名子弟兵戎装整肃，身
披绶带，胸前大红花映照着一张张
青春的脸庞。大会上，新兵和家长
相继发言。新兵家属代表们获颁发

“光荣之家”荣誉铭牌。
今年斗门新兵中，既有三代参

军献身国防的“兵三代”，也有从小
怀揣“军旅梦”的铁杆军迷。

“终于圆了我的军旅梦。”新

兵陈杰颖说。19岁的他来自白蕉
镇六乡，即将奔赴新疆军区某坦
克部队。“我舅舅曾是一名边防军
人。小时候，我最喜欢听他讲边
境线上的往事和军人保家卫国的
精彩故事，从那时起，我就确定了
长大参军、保家卫国的志向。”陈
杰颖说。

大会最后，举办了新兵出发仪
式，在父老乡亲簇拥下，子弟兵们列
队登车、奔赴远方。

据了解，今年征兵工作开展以
来，斗门区有1600多名适龄青年踊
跃报名，经过多轮体格检查和严格
的政审，121名优秀青年脱颖而出
参军入伍。这些新兵被编入了陆
军、海军、武警部队，分别被派往驻
港部队、新疆军区、海军潜艇部队、
武警部队等单位，开启保家卫国新
征程。

斗门区举行2019年应征青年入伍欢送大会

121名新兵奔赴火热军营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葡萄、月
饼，歌声、舞蹈……9月8日晚，“情系
中秋节，爱驻敬老院”中秋文娱晚会
在斗门井岸镇敬老院举行，老人们
欢聚一堂，开心过中秋、爱心暖相随。

晚会由斗门区民政局指导，珠海
市慈善总会联合斗门区心益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承办，社会爱心人士、志
愿者及敬老院老人等200余人出席。

晚会一开场，舞蹈《跟着我狂

欢》一下子让现场气氛热闹了起
来。《我和我的祖国》《中华孝道》《哈
达》《未来之星》等节目轮番上阵，欢
乐的歌声、优美的舞姿，让老人们开
心不已。此外，珠海市慈善总会还
为长者准备了中秋慰问品，祝愿老
人们健康长寿。

据悉，心益社工专业团队今年
4月起正式入驻运营井岸镇敬老
院，对院内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不
断提升服务质量。

心益社工开展长者兴趣小组活
动、志愿服务活动、临终关怀等公益
服务，不仅让老人们感受到关爱和
温暖，更是弘扬了珠海人尊老爱老
的优良传统。

斗门区井岸镇敬老院：

长者欢聚一堂庆中秋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何进报
道：作为南方月饼的代表之一，广
式月饼以其皮薄馅软、造型美观的
特点，深受海内外美食爱好者的欢
迎。中秋节来临之际，9月10日，
美食之乡斗门举办了“寻味斗门·
美食沙龙之手工制作传统广式月
饼”活动，学习用地道的斗门古法
月饼制作手艺，制作传统广式月
饼，以美食为“桥”，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

本次活动由珠海市妇联、斗门
区妇联指导，斗门镇创享e家携手
斗门镇妇联、斗门村妇联、珠海市瑞
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举办。

活动现场，瑞众社工志愿者们

首先学习了解广式月饼的起源、特
点以及全国各地月饼的不同特色。
斗门村妇女详细讲解了用斗门古法
手工制作广式月饼的注意事项。

随后，大伙儿分工合作，揉面
团、分馅料、擀面皮、包馅、压印形
状……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操
作后，一个个完整美观的月饼成型。

经过约20分钟的烤制，香喷喷
的月饼新鲜出炉。

“以往中秋节都是买月饼来吃，
今天能亲手制作正宗的广式月饼，
学到古法月饼的制作技巧，不仅有
成就感，而且对中秋佳节庆团圆的
传统文化加深了理解，活动非常有
意义。”志愿者说。

美食为“桥”传承发扬传统文化
“手工制作传统广式月饼”活动受欢迎

给入伍青年送上鲜花。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制作月饼。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在“岭南大地”项目介绍中有这样
一段文字：多渠道合作发展，实现农民
农业增收。截至目前，农民获得的“岭
南大地”收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石龙村土地租金、承包转让费加
保底分红收入已超过1782万元（目
前，“花田喜地”项目尚未开业，分红按
3000元/人）；

村民土地租金、房屋资产收入大
幅增加。土地对外承包租金由2014
年的 1200元/亩/年，上升到 2018年
的2500元/亩/年；

当地村民累计获得了123个就业
岗位，累计增加收入约190万元；获得
间接岗位或阶段性岗位近80个。

农村土地流转助推农业规模化
发展，农民获得土地租金和分红等
收入不断增加。

多年来，斗门区通过发展实体
经济、农业产业，改善居住环境，加
大对社会保障和民生改善的投入力
度，让农民享受改革红利，钱袋子更
加殷实。

1949年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仅为44元；2018年达到14617
元，比1949年实际增长40.0倍，年
均实际增长5.5%；2018年斗门区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万元，
同比增长8%。

不仅如此，在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中，农民建设美丽家园的积极性
得到提高、能动性得到发挥。

斗门区推出“党建+环境整
治”、卫生考评“红黑榜”等活动，创
新开展“人居环境五星家庭”评
比。莲洲镇东湾村、莲江村，斗门
镇南门村、上洲村，白蕉镇盖山村、
虾山村等市级样板村，发动农民积
极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在这
些样板村的带动下，118个涉农村
居不甘落后，在各村“村两委”带领
下，党员带头，农民充分发挥能动
性，进一步提升生态宜居水平。

2018年11月，斗门区被列为
省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
点。

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是
深入推动乡村振兴、满足农民精神
文化生活新期待的战略之举。

试点先行，打造样板，斗门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取得惠
农实效。

19个区镇村三级示范点、632
个文明实践建设点，12328名志愿
者、213支志愿服务队伍、600多场
志愿服务活动……这些有内容有
特色、给农民带来实惠的服务项
目，传播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
强了农民法治观念、满足了农民精
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斗门区近22万名农民在拥有
自然禀赋的绿水青山中，享受着乡
风文明的“绿水青山”。

采写：本报记者 张 帆
摄影：本报记者 曾 遥

8月24日，斗门再一次登上央视
新闻频道午间新闻。讲的是斗门“岭
南大地”田园综合体项目，如何绘就乡
村振兴画卷。

2017年7月，在国务院农村综合
改革办公室组织的专家评审会上，“岭
南大地”从全国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
获得首批“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创
建项目”，得到国家财政资金的扶持。

斗门区委、区政府为此成立专责
领导小组，稳步推进“岭南大地”项目。

旷野田园，河网纵横，生态绿洲。
该项目位于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占地面积11.77平方公里，以石龙
村为核心，覆盖东湾及下栏村片区。

“截至今年7月底，该项目建设投资额
约3亿元。”斗门生态农业园管委会有
关负责人表示。

如火如荼建设中的岭南大地田
园综合体项目，是斗门区农业产业
高水平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的生
动实践。

“斗门区的农业发展，走了一条
适合自己的路子，这个模式叫做‘筑
巢引凤’。”斗门区农业农村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即先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开始，把居住环境搞好，让“绿
色生态”变身为“绿色经济”，生态

“筑巢”引领产业发展取得阶段性成
效：

拥有国家级“七区一基地两
乡”。即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中
国河口渔业示范区、国家水利风景
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县、“白蕉海
鲈”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都市型
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级田园综合

体、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中
国海鲈之乡、中国禾虫之乡；

高质量建设农业示范基地，高
水准打造“一村一品”格局。目前，
斗门区初步形成白蕉镇海鲈产业、
莲洲镇花卉产业、斗门镇荔枝产
业、乾务镇青蟹产业，及以灯一、灯
笼、昭信、新环等村为代表的海鲈
生产基地，以耕管、广丰、三龙等村
为代表的南美白对虾生产基地，东
滘村罗非鱼养殖基地，红星村铁皮
石斛基地等，初步形成“一镇一业”

“一村一品、一村多品、一品多村”
产业格局；

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在应
用新技术、推广新品种、开拓新市
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引
领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

农业：

生态“筑巢”引领产业发展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各地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积极推进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村容村貌发生历史性变化。

一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全国
73.9%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
集中处理；农村“厕所革命”加快推进，
基本卫生条件明显改善。

拥有118个涉农村居的斗门区，
成为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尤其是乡村振
兴这盘大棋中不可或缺的棋子。

在工业密集、城市化率超过80%
的珠三角城市群中，斗门区在展示山
清水秀自然禀赋之外，举全区之力开
展三清三拆三整治，以农村生活污水、
垃圾处理和风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涉
及农村改革、三清三拆三整治、乡村建
筑风貌提升、污水垃圾治理、厕所革
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全
域推进，全面整治，全力实施，打好打
赢这场硬仗。

从2012年至2018年，斗门区累

计投入30.8亿元建设生态宜居美
丽乡村；投入2.1亿元开展三清三
拆三整治，全区118个涉农村居旧
貌换新颜！

率先实现村居规划全覆盖。中
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昌海表示：生态宜居的乡村和城
市在人居环境方面不一样，每个村
子都有自己的风俗文化和资源禀
赋，要充分调研和前期统筹规划，使
生态宜居更加科学和具可操作性。
为此，斗门区出台《斗门乡村建筑风
貌建设管理实施方案》，打造一批凸
显岭南风貌、水乡特色的示范村居。

“厕所革命”成为典型。斗门区
实现一行政村一厕，全面消除露天
旱厕；2013年以来共提升改造农村
公共厕所180间、旅游公厕42座，
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完成率达
93%。斗门区“厕所革命”经验入选
全国农村“厕所革命”15个典型案
例。

四级垃圾处理模式。建立农
村垃圾“户收集、村集中、镇转运、
区处理”模式，实现保洁覆盖面、生
活垃圾收运率、无害化处理率均达
100%。

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全区115
个村居完成污水处理设施新建或
污水管网接驳。

“斗门区立足实际，积极开展
示范村和示范片区建设。”斗门区
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相
同资源条件的村居连片打造，以点
带面、示范带动、全面推进。今年
将重点推进白蕉镇新马墩村、盖山
村、虾山村等13条市级样板村及
59条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建设。

3月29日-30日，全省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
开。斗门区莲洲镇莲江村和斗门
镇南门村，以优美的人居环境成为
全省试点。

农村：

118个涉农村居旧貌换新颜

农民：

钱袋子更殷实 乡风更文明

站在珠海大桥西
望斗门：大江大河、大
堤大桥，水网纵横、绿
水青山，风景如画。更
令人赞叹的是，经过多
年发展，斗门区农业、
农村、农民（三农）面貌
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乡
村振兴大步向前迈进！

斗门区委、区政府
在国家一系列“三农”
政策的指导下，在上级
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接续推动斗门区农业
生产高水平发展，农村
人居环境得到综合整
治，农民生活日渐富
裕、获得感和幸福感不
断增强。

新时代，新起点。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历史机遇下，斗门区
将凝聚全区力量，加快
建设珠江西岸智能制
造示范区、滨江田园生
态新城和粤港澳休闲
旅游目的地，实现农业
更强、农村更美、农民
更富。

斗门区白蕉镇海鲈养殖基地。

斗门农村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