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刘翱 美编：张一凡 校对：蔡斌 组版：陈晓明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07 产业高地 善雅斗门斗门新闻

企业复工复产，工人返岗成为关键。
3月24日22时45分，1006名湖北

荆州务工人员乘坐返岗专列回到珠海。
其中，173名务工人员将回到斗门，分别
进入伟创力、显利造船、珠海格力新元电
子、丽日帐篷等企业上班。

为解决云南怒江州福贡县务工人员
顺利返岗，斗门区与福贡县两地人社部
门提前谋划，采用大巴直通车方式免费

接回。截至目前，福贡籍务工人员8批
共1550人一路快捷、安全到达斗门就
业，分别被安排在冠宇电池、森洋包装和
鹏辉能源公司等，努力实现走出大山、脱
贫致富的梦想。

“在斗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公司2月10日正式复工。目前，珠
海范围内6000名员工已到岗，返岗率达
到97%，产能已100%恢复。”珠海冠宇

电池有限公司行政人事中心总监仇茂坤
表示。

采取暖心举措促进务工人员返岗，
成为斗门区做好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秩
序的生动缩影。

斗门区四套领导班子成员挂点联
系68家重点企业，“一企一策”协调解
决返岗、原材料供应、物资运输等；推行

“九个到位”，全面取消企业复工复产审

批报备手续，实施企业承诺制；发布“暖
企 25条”，在用工、用料、用资金等方
面，为企业复工和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创
造条件；开设“政企直通车”，全力恢复
生产运行秩序，推动制造业加快发展，
助推“斗门制造向斗门创造转变、斗门
速度向斗门质量转变、斗门产品向斗门
品牌转变”，实现全区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

▌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巩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态势

斗门区全力恢复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开业20多年的雅
香园，凉粥仍然喷香；
有 32 年历史的金龙
阁，黄沙蚬依旧鲜美；
图书馆文化馆和博物
馆开放了，公园开园
了；民宿可以住了，工
人返岗了，街道上人来
车往……烟火味道、市
井气息、绿水青山的斗
门节奏又回来了。

把疫情防控积极
向好的有利形势，转化
为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的效能，努力完成今年
各项目标任务，成为斗
门区当前的重点工作。

□采写：本报记者 张帆
□摄影：本报记者 曾遥

雅香园位于井岸江湾三路，已经开
了20多年，凉粥也卖了20多年。凉粥
其实不凉，出锅时热乎乎的，粥里面加了
白果、腐竹、胡萝卜、黄豆，口味不同一
般。“早就复工了，收益还不错。”粥店老
板梁均表示。

还想吃点别的？可以。棣记石磨肠
粉店、莲珍饮食店、芝福美食店、唐宫烧
腊快餐店、杨叔牛扒西餐厅、回家湘菜
馆、顺德粥城、兴记海鲜舫、湘问餐饮店、
屋塔房木炭烧烤店、猫婆小面馆……还
有晚上的啤酒烧烤，现在都可以痛快享

受！
大街小巷人流车流多起来，大信新

都汇附近又现车水马龙，商场内人气渐
旺；西堤路、黄杨河湿地公园、斗门市民
公园，锻炼的人多了，走路慢跑、伸腿弯
腰、独坐听歌……

图书馆、文化馆和博物馆、85家文
化娱乐体育场所，有序恢复正常开放，去
看看书、展览，了解斗门历史，丰富一下
文化生活。

阳春三月，也是爱情的季节。3
月 24 日，刚拿到结婚证的梁女士开

心不已。从2月 3日-3月 24日，斗门
区民政局共受理结婚登记业务逾600
人次。

工厂内机器响起来，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率先在全市实现复工率
100%；全区 23家农业龙头企业、8家
示范合作社、6家示范家庭农场，以及
23 个“菜篮子”生产基地 100%复工，
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白蕉海鲈”
又开始“游进”千家万户的餐桌，鲜美
无比！

巩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态

势，加快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成为当
前的重点工作。

慎终如始，再接再厉，善作善成。
24日召开的斗门区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暨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会议，要
求继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和
最重要的工作，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
把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有利形势，转化
为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接续不断的效能，
以更大力度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
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全力恢复经济
社会运行秩序。

▌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三月，正是吃黄沙蚬的季节。
莲洲镇境内的麻溪河和粉洲至赤坎

水道的河床是黄沙冲积层，水生物异常
丰富且没有污染，冲积层盛产的黄沙蚬，
个头大，肉质异常鲜美。去年，莲洲镇获
评“中国黄沙蚬之乡”。

在莲洲吃黄沙蚬，去处很多，可以去
一家开了32年的老店，一年只为黄沙蚬
经营4个月的金龙阁酒楼。酒楼门口挂

着一块牌子，上写“珠海市第六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上横黄沙蚬（传统技艺类）
传承保护基地”，显出这家食店的分量。

1988年，吴文辉开了这家酒楼。如
今，由吴文辉的大儿媳妇周女士接手经
营，营业时间为每年的2月-6月。

“我们是3月21日复工的，如今生
意在慢慢恢复。”周女士表示，周边村
民、市区、江门、中山等地食客，还是和

往常一样找上门来。“只做蚬季，员工都
是附近的村民、邻居，2月-6月期间回
来帮忙。”

春天留不住，幸好这一口限时美味
还在，成为吃货们的心心念念。

与当季美味不同，在大信新都汇餐
饮区，大部分餐饮店恢复营业并限制性
开放堂食。“就餐的桌子减少了50%，确
保每桌间距达到3米以上，门店要进行

大面积消毒，确保就餐环境卫生安全。”
斗门信轩酒家经理唐科显表示，商场每
天都会不定时巡查，督促餐饮企业落实
各项防疫措施，确保用餐安全。

民以食为天，吃得要好更要安全。
斗门区精准稳妥推进餐饮业复工复产，
截至目前，全区5195家餐饮单位复工率
逾九成，早餐店、快餐店、特色餐饮店等
中小型餐饮单位，基本恢复正常营业。

▌5195家餐饮单位复工超九成

3月23日，莲洲光明村停云小镇复
业。

2018 年，在走访了全国近 200 个
村落后，珠海朗涛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选中了恬静美丽的光明村，将几
十栋闲置20多年的民宅打造为高端休
闲民宿，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目
的地。

疫情防控期间，停云小镇每天都进
行清洁消毒，进入停云小镇需戴口罩，接

受体温检测，禁止人群聚集。
3月17日，临近磨刀门、位于白蕉新

马墩村的十亿人火龙果庄园，对外开
园。就餐客户可以现场采摘蔬果、钓鱼
后自己动手野炊、烧烤，也可以在餐厅吃
饭。为防控疫情，庄园研发一道集色、
香、味、营养于一体的特色菜：西红柿豆
腐大盆蔬果鱼。原材料采用自产的六零
标准生态西红柿、吃水果蔬菜长大的蔬
果鱼，配上有37年历史的手工豆腐，出

品得到一致好评。
“期待春暖花开，感受阳光和自由，

呼吸干净的空气，吃上安全的美食，开启
生活美好感受！”十亿人火龙果庄园负责
人史宪宾表示。

3月16日，十里莲江农业观光园开
园迎客，成为我市第一批开放的旅游景
区之一。在十里莲江，除了欣赏田园风
光、喂养可爱的萌宠外，园区内还有蔬果
采摘、野炊、烧烤等休闲项目。“3月22日

是周日，近500名游客入园游玩。”十里
莲江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

吹响复工复产“集结号”以来，斗门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部门根据疫情形势
发展，调整区域旅游营销策略，围绕生
态、美食、文化等特色优势，谋划疫情结
束后的乡村旅游活动，抢占疫情过后的
第一波乡村旅游市场先机，展示斗门乡
村旅游的独有魅力。

▌抢占第一波乡村旅游先机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近日，斗门区妇联系统获省级
荣誉称号，斗门镇小濠冲村“妇女之家”被省妇联评为广东
省第三期优秀“妇女之家”示范点。

据了解，2017年以来，小濠冲村妇女之家项目采取
“党建带妇建，三建三行动”工作方式，区、镇、村三级妇联
积极联动，通过瑞众社工协助，依托小濠冲党史教育基地
的优质平台，以党组织引领，妇女群众为主体，凝聚社会力
量，创建农村妇联工作的新格局，打造农村基层妇联建设
的新模式，把基层妇联建设成为党联系广大妇女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

阵地建设，项目结合小濠冲美食文化传统，建立小濠
冲“乡味厨房”，以美食汇聚乡情民意；机制建设，项目建立
市、区、镇、村妇联和社会组织五级联动机制，保障了小濠
冲妇女之家运营顺畅；队伍建设，项目建立村内妇女和村
民的自我服务队伍。项目发挥村里妇女党员的带头作用，
组建“向阳花巾帼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困境家庭关爱和
学雷锋活动等，擦亮了党员的先锋模范名片。

头雁行动，村党委书记、村妇联主席积极参与一线服
务活动，当“讲师”、做“导师”，带领村两委班子和村妇联执
委参与项目服务，发挥领头雁作用；关爱行动，项目团队通
过调研了解妇女和群众的实际需求，开展了寻找最美家
庭、“幸福平安家·维权进万家”、留守妇女和困境儿童零距
离等关爱活动；传承行动，结合小濠冲党史教育基地优质
平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夏令营、巾帼红色导赏员培育。

斗门镇小濠冲村
“妇女之家”获评省级示范点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3月24日14时，午间气温升
高到27℃，站在11米高的脚手架上，头顶烈日的陈诗龙感
受到了“一秒入夏”的火热。当天，占地100亩的斗门体育
馆及周边广场升级改造工程全员复工。

黄杨河畔的西堤路繁花似锦，连绵的蓝色围障隔离出
一块巨大的钢筋混凝土世界。挖土、打桩、定爆……10多
台黄色的工程机械在工地往来驰奔，近百名工人在高高低
低的钢梁脚手架上辛勤工作。

日已正午，工地电焊班的阵地上，不时窜起朵朵钢花，
犹如焰火。49岁的陈诗龙就是掌控这团焰火的人，此刻
的他，正游走在11米的高空，在工友的保护下，老陈探出
半个身子全神贯注地焊接着一组三角钢构件的铝框飞
檐。一个半月后，他工作的地方，将建起一座占地近800
平方米、斗门区最大的开放式市民舞台。

据了解，斗门体育馆改造工程包括跨径52米的风雨
棚在内的体育馆外立面改造工程、市民舞台以及室外体育
广场三大项目。其中室外体育广场将新建一座标准足球
场、6个篮球场、3个网球场和一座儿童乐园。

“斗门体育馆改造工程是斗门区2020年的重点民
生工程之一，总投资5200余万元，近期我们已全员到
岗，所有项目全面开花。工人正加班加点，抢在雨季到
来前赶回进度。预计到5月份，体育馆片区将全部完
工向市民开放。”珠海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礼
辉说。

斗门体育馆改造工程的加紧施工，是斗门全力推进重
点工程复工复产的一个缩影。斗门区坚持“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全区2020年重点建设
项目、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共计83个，目前已复工82个，复
工率达到98.8%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省文明委近日公布《2019年
广东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名单》。由斗门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策划并指导实施的“少儿曲艺轻骑兵·文明
实践我先行”项目，获评“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据悉，全市
共有两个项目入选该名单。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
常态化，广东省组织开展2019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
型宣传推选活动。

活动推选50名志愿者为最美志愿者、50个项目为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30个组织为最佳志愿服务组织、20个社
区为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其中 ，斗门区“少儿曲艺轻骑
兵·文明实践我先行”项目，获评“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斗门区是“中国曲艺之乡”。近年来，为擦亮“中国曲
艺之乡”招牌，推进曲艺传承和发展，斗门区积极开展戏
曲进校园工作。东风小学、南门小学等学校，通过设立专
门的粤剧训练课室、编印粤剧校本教材、开设粤剧宣讲
课、邀请粤剧名家专题讲座、成立并开展粤剧表演队训
练、组织参加各种表演比赛等多种形式，营造浓厚的校园
粤剧氛围，推动粤剧传承基地建设。

据悉，“少儿曲艺轻骑兵·文明实践我先行”项目，由斗
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策划并指导实施，是斗门区
2019年重点打造的独具黄杨特色的项目之一，成为斗门
区开展戏曲进校园、推进曲艺传承与发展，展现曲艺魅力
的重要载体。

在该项目集训活动中，少儿曲艺轻骑兵的戏曲技艺提
升迅速，夺得区级以上戏曲大赛奖项30余项。此外，少儿
曲艺轻骑兵们积极参与慰问、交流演出等公益活动，2019
年在各村居巡演共计10余场，受惠群众达8000余人，好
评如潮。

斗门区少儿曲艺轻骑兵推进曲艺传承发展

获评省级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斗门体育馆改造工程全面复工

预计5月将向市民开放

斗门体育馆改造工程全面复工，预计5月份完成改建。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游客在十里莲江一路欢畅，不负春光。

3月16日十里莲江开园迎客，成为我市第一批开放的旅游景区之一。

全区5195家餐饮单位复工率逾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