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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遵协作助小花椒变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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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记者7月
20日从珠海驻遵义工作组获悉，珠海
去年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1000万元
在习水县三岔河等乡镇新建了5个花
椒烘干厂，助力习水县把“小花椒”做
成“大产业”，为村民持续稳定增收打
下了坚实基础。

“今年雨水好，我种植的花椒全部
实现初挂果，可采收鲜花椒3万余斤，
在珠遵协作的助力下，我有信心把这

个产业做好。”三岔河镇狮子村种植大
户何贵华说。

今年53岁的种植大户何贵华是
土生土长的三岔河人，他告诉记者，
2019年借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自己
先后投入40万元种植了130余亩花
椒，经过三年精心管护，目前所有花椒
已进入采收期，每天都有20余名椒农
来到他的花椒基地务工。

据了解，在三岔河镇像何贵华一样

的种植大户共有32户，种植花椒面积约
1.2万余亩，每天上百名椒农穿梭在田间
地头采摘鲜花椒，采摘量1万余斤。

记者了解到，为增强广大椒农种
植信心、提高花椒产值，2021年珠海
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1000万元分别
在三岔河、程寨、大坡等乡镇新建了5
个花椒烘干厂，在花椒采收季这些加
工厂发挥了巨大作用。

“通过建厂，不仅解决了花椒农户

的加工需求及当地农民务工就业需
求，还造福农户实现了利润分红。”三
岔河镇狮子村相关负责人说。

珠海驻遵义工作组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习水县种植花椒20万亩，
有万亩花椒镇6个，今年初挂果花椒
4万亩，预计采收鲜花椒1000万余
斤。珠海东西部协作资金援建的花
椒烘干厂正助力习水县小花椒成为
群众就业增收的大产业。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记者7月
20日从珠海驻遵义工作组获悉，为解
决务川自治县都濡街道岩湾村、桐木
村和喻家村部分高海拔地区季节性缺
水问题，珠海去年投入东西部协作资
金586万元援建的自然能提水项目近
日引水成功，解决了都濡街道部分高
海拔区域的用水问题，“提”出了当地
群众的致富新生活。

7月初以来，务川自治县已经连
续多日没有下过雨了，农作物生长受
到影响，一些生活在高山的群众，生
产生活用水出现了困难。在都濡街
道岩湾村，珠海市香洲区援建的自然
能提水项目，将河水引至项目区高位
水池，由高位水池向项目区供水，用
科技手段解决了居住在半高山以上
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和农业产业灌
溉问题。

都濡街道桐木村庄子台组位

于半山腰，近段时间的连日高温，
导致桐木村党建指导员彭超示范带
头种植的800亩花椒受旱，自然能提
水工程把供水设施安装到彭超的花
椒地里，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好多天没有下雨了，温度又高，
我们的花椒树严重缺水，幸好有了自
然能提水，切实解决了干旱问题，又方
便了我们平时生产生活用水。”彭超兴
奋地说。

据了解，2021年10月，珠海东西
部协作资金援建的自然能提水工程在
都濡街道岩湾村开工建设，经过8个
月的紧张施工，该项目引水成功，解决
了都濡街道岩湾村、桐木村和喻家村
的用水难题，同时为这三个村的艾草、
花椒、高粱、羊肚菌等产业以及农田提
供了用水保障，这为低成本解决山区
广大群众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难题提
供了新的样板。

珠海投入586万元援建自然能提水项目

把致富水送上遵义高海拔山区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记者7月
21日从珠海市对口阳江市乡村振兴
驻阳东区新洲镇帮扶工作队（以下简
称“工作队”）获悉，针对新洲镇荔枝面
临的销售难题，工作队主动作为，精准
发力，多项举措帮助荔农拓宽销路，其
中在出口方面，预计今年出口量约为
3000吨，有力促进了新洲镇荔枝产业
发展。

阳东区新洲镇素来有“荔枝之乡”
的美名，荔枝产业是该镇的一大支柱
产业。工作队利用自身资源积极引
进，邀请珠海熙为有限公司电商平台
进驻新洲，通过“互联网+”和直播带
货的方式，加大农产品销售力度，使新
洲荔枝上架销售。仅一周时间，就收
获了近千个预售订单。工作队协助农
业合作社参加“网络荔枝节”，并成功

和江门客商对接，初步达成了向新洲
订购两百万斤荔枝的协议，预计能给
镇里合作社带来近千万的经济收入。

工作队同时积极发动镇合作社
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好“联农带农”
的作用，“订单式”采购农户荔枝，确
保农户的种植收益。帮助合作社率
先长期与深圳亨达利等公司建立合
作关系，将社员及收购的周边果农荔

枝销往欧美及东南亚地区连锁商超，
预计今年出口量约为3000吨，有力
促进新洲镇荔枝产业发展，助推乡村
振兴。

为增强新洲荔枝的知名度，工作
队还积极邀请媒体单位赴镇拍摄荔
枝产业情况，对外进行广泛宣传，不
断展示、推介新洲的荔枝产业，吸引
游客、采购商等赴镇游玩、采购。

珠海驻新洲镇工作队多举措助“荔”销售
今年出口量约为3000吨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张军报
道：6月底，公安部在全国部署开展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深入排
查整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
突出问题和重点地区，重拳打击突出
违法犯罪、深化整治社会治安乱象、攻
坚化解各类安全隐患，为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
市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全国行动一
开始，主要领导组织发动、坐镇指挥、
带班巡逻，成立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
机构，制定总体工作方案和20个具体
实施方案，列出路线图、任务书、时间
表。同时，组建1+20工作专班强力
推进，建立每日研判、矩阵宣传等机制
压茬落实，迅速形成强大行动声势，取
得了初步成效。

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全
警投入、全力以赴，有效维护了我市社
会治安秩序稳定趋好的态势，接报违
法犯罪警情同比下降2.14%；“电信诈
骗”、扰乱公共秩序以及盗窃、“两抢”
等影响民生的多发性案件分别下降
50.0%、45.5%、21.0%和14.7%；查处
治安案件同比上升19.5%，查处违法
人员同比上升84.6%。

向夏季多发性违法犯罪发起
强大攻势

针对暑期、假期、汛期多发性案件
的特点，以及夏季夜间警情增多的实
际，快侦快破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性
侵猥亵等夏季多发违法犯罪。强化旅
业、休闲娱乐场所治安管理，严厉打击
整治黄赌违法犯罪，主动查处的治安
案件和“黄赌毒”案件的数量同比大幅
增加，有力震慑不法分子。

7月13日，吴先生到唐家派出所
报警称，其在高新区情侣北路路段驾
车时，被陌生人多次辱骂、拦截，车辆
也被对方拍打受损。接报后，唐家派
出所立即展开调查，发现并依法传唤
嫌疑人马某某。经审讯，马某某对自
己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高
新分局依法对马某某处行政拘留10
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理。报警人吴
先生对唐家派出所民警表示感谢，并
且致信厅长信箱表示“民警秉公执法，
我的人身权利得到保障，唐家派出所
的民警是好样的。”

全面加强涉民生违法犯罪打
防措施

珠海公安机关聚焦与百姓生产生
活密切的案件，以破小案大会战为牵
引，推动盗窃、诈骗等侵财小案打击效
能显著提升；突出守护暑假安全，全面
落实全省公安机关防范溺水事故15
项工作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溺亡事故
发生，不断提升打击精度、拓展整治深
度、增强管控力度，积极回应群众关
切。小林派出所在坚持24小时全天
候对社会面巡逻防控的基础上，把夜
间20时至次日凌晨2时夜间时段作
为重点时间段，实行“步巡加车巡”“警
装加便衣”相结合的巡逻防控方式，全
面增强街面见警率和管事率，切实提
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感。

同时，全市公安机关强化精准巡
防，针对案件高发的时间段和区域，警
力跟着警情走，重点部署警力巡逻防
控，强化巡逻管控的宽度和密度，及时
打击、有力震慑现行违法犯罪活动。
派出所民警还组织社区综治巡防队、
单位内保巡防队、出租屋主巡防队等
各类巡防力量开展好社区及偏僻小巷

巡逻工作，就近就地就快化解各类安
全隐患。7月20日凌晨，民警巡逻执
勤中现场抓获1名盗窃摩托车嫌疑人
黄某某，成功破获盗窃案多宗，帮助群
众找回被盗车辆5台，得到群众一片
称赞。

坚持打击电信诈骗违法犯罪
不放松

市公安局还持续推进“反诈攻坚”
专项行动，确保实现电诈案件和诈骗
案件“双下降”。行动开展以来，全市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下降
14.7%。

7月19日，珠海反诈中心在工作
中发现香洲分局辖区疑存在一诈骗窝
点。经侦查，当日17时许，珠海反诈
中心联合香洲反诈分中心在香洲某地
成功抓获搭建固定电话外呼设备嫌疑
人谢某。根据谢某的供述，民警一鼓
作气，又于20时在香洲某地将上家嫌
疑人朱某某抓获，查获固定电话外呼
设备一套。

精准打击偷渡走私违法犯罪

市公安局整合全市反偷渡反走私

工作力量，同步在海上、沿岸、陆路、
市场流通领域开展全链条联动巡查
打击，快速发现、精准打击现行偷渡
走私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切断偷渡走
私和疫情传播链条，深挖打击一批幕
后团伙和重大目标案件，坚决遏制偷
渡走私多发势头，守牢疫情不通过偷
渡走私造成传播的底线，实现“零破
防”目标。7月19日5时30分，打私
支队在珠海三角岛附近海域查获内
河集装箱货船1艘“穗东方336”，查
获走私冻肉11个集装箱约275吨，抓
获嫌疑人2人。

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公
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突出违法犯罪
的高压震慑态势，坚持“什么犯罪突
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哪里问题
突出就整治哪里，什么问题突出就
解决什么问题”，深入排查整治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突出问题
和重点地区，重拳打击突出违法犯
罪、深化整治社会治安乱象、攻坚化
解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推动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扎实深入开
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珠海市公安机关全力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影响民生的多发性案件显著下降

公安开展重
点巡控。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农户用项目送来的水给花椒树灌溉。 受访对象供图

（上接01版）强化对外开放协同，携手
澳门对标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
体系，充分发挥澳门对接葡语国家的
窗口作用，更好支持葡语国家产品便
捷进入湾区市场。

四是全力以赴做好社会民生的
支撑服务。支持合作区持续构建与
澳门深度对接的民生公共服务体
系，配合推动“澳门新街坊”等项目
加快建设，加快营造趋同澳门的宜
居宜业生活环境。推动珠海机场、
珠海港与合作区的功能协调和产业
联动，密切与澳门、香港空港海港的
联系互动，助推合作区成为联结内
地与港澳、串联沿海经济带的关键
节点。

珠海正成长为我省又一重要引擎

南方日报：省党代会报告提出，
珠海一跃成为内地唯一与港澳同时
陆路相连的城市、正成长为我省又一
重要引擎。珠海如何进一步发挥引
擎功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汇聚起更
强大的发展势能？

吕玉印：新时代新征程，珠海经
济特区的地位、定位、方位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
展机遇。珠海将紧扣“产业第一、交
通提升、城市跨越、民生为要”工作总
抓手，高质量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

一是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全面实施“六大攻坚行动”，培育壮大

“4+3”现代产业，加速构建产业链、形
成产业集群、打造产业生态。主动出
击抓招商引资，编制产业链图谱，精
准引进具有龙头引领和造血强链功
能的上下游重点产业项目。加快建
设成本低、规模大、标准高、配套好、
运营优的产业新空间。服务构建“两
廊三极多节点”创新格局，加快建设
湾区新兴科技创新城市和湾区人才
高地。

二是进一步提升交通枢纽地
位。更好发挥重大交通项目对产业
发展和城市跨越的引领带动作用，确
保香海大桥、兴业快线（北段）等项目
年内通车。增强交通节点枢纽功能，
力争机场第二跑道与开通国际口岸
等事项取得明显进展，促进高栏港转
型升级、错位发展。抓住枢纽型经济
强辐射的带动效应，推进站城一体化
融合发展。

三是着力做强核心城市功能品
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拓宽城市
发展空间，加快东西“双城”融合互
动，东部城区强化政治经济科教文
化功能，西部城区强化产业交通服
务配套功能。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
质，在城市管理上下足“绣花功夫”，
加强城市空间风貌管控，提升建筑
美感和城市品位。厚植城市绿色生
态优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珠海。

四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
态清零”总方针，扎实做好珠澳联防
联控。加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扩大
基础教育公办学位供给，加快优质医
疗资源提质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兜
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切实以

“小切口大变化”解决好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市。

五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
体制机制，制定出台推动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1+5+3”系列政策文
件，在招商引资、用地管理、园区建
设、创新生态、人才招引等方面推出
一批可操作性强的改革举措。扩大
更高水平开放，推进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建设，高标准办好第十
四届中国航展等重大会展，塑造开
放经济新优势。

六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
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
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忠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导党员
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持续实施新一轮基
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

辐射带动珠江西岸加快发展

南方日报：省党代会报告提出，
着力打造环珠江口 100 公里“黄金内
湾”。在都市圈协同发展中，珠海如
何融入和服务环珠江口“黄金内湾”
建设？

吕玉印：珠海作为内地唯一与
港澳陆路相连的城市，地处广东

“核”“带”交汇点，是各类要素资源
加速汇聚扩散的重要节点。珠海将
充分发挥跨江通道带来的区位新优
势，进一步增强城市承载力和辐射
力,携手推动环珠江口“黄金内湾”
建设，在全省“一核一带一区”区域
格局中勇当辐射带动珠江西岸加快
发展、促进东西两岸融合互动的核
心城市。

一是在推动用好管好港珠澳大
桥上寻求突破。充分发挥港珠澳大
桥“一桥连三地”、辐射粤西乃至大西
南地区的轴带作用，努力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配合推进“澳
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以及深圳方
向车辆借道香港通行港珠澳大桥等
核心政策尽快落地。积极对接香港

“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深化两地在
机场运营、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科技
创新等领域交流，探索共建高端航空
产业集群。拓展珠澳港合作新空间，
探索推进大桥经济区建设。

二是在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
展上主动作为。联合深圳共同推进
深珠合作示范区建设，深入推动深珠
通道研究论证，做好规划衔接、政策
对接和产业承接，促进东岸资源要素
向西岸辐射外溢和延伸布局。强化
区域创新联动，推动广深港、广珠澳
科技创新走廊协同发展，更好链接国
际高端创新资源、汇聚创新创业人才
与团队。率先复制推广广东自贸试
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全方位拓展与横
琴、前海、南沙片区的产业合作、创新
联动、资源共享，携手构建环珠江口
自由贸易通道。

三是在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建设
上引领带动。全面深化珠中江阳合
作，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社会保障
等领域实现更紧密融合，打造沿海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典范。加快交通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黄茅海跨海通
道、珠肇高铁珠江段加快建设，力争
深中通道珠海连接线尽早动工。促
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高标准开发建
设广东省（珠海）大型产业集聚区，持
续深化珠海阳江产业合作共建，高
水平引进大项目、培育大产业，共同
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

（吴志远 梁涵）

■路线图

●全力支持服务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开创珠澳港合作新局
面。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

●实施创新发展主导战略，建设
湾区新兴科技创新城市。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持续释放
发展动力。

●做强城市功能，大力提升城市
承载力和辐射力。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更好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厚植绿色生态优势，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珠海。

●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增强城市
文化软实力。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打造更高
水平的平安珠海、法治珠海。

勇当促进东西两岸融合互动核心城市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7月20
日，市水务局发布2021年珠海水资源
公报，全年我市水资源总量达16.46
亿立方米，环比减少1.2%，比常年偏
少7.8%，平均产水量达120.59万立方
米/平方千米，比2020年减少1.5万立
方米/平方千米。

从地理位置看，我市为珠江流域
重要出海口所在地，2021年珠海市地
表水资源量（天然径流量）为15.94亿
立方米，入境水量892亿立方米，入海
水量905亿立方米，其中磨刀门入海
水量约633亿立方米，过境水资源量
丰富。

我市常年降雨充沛，平均年雨日
达 130~150 天，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2020毫米，并呈现由南向北递减的分
布特征。降雨年内分配不均。

公报显示，2021年，我市平均降水
量达 2164 毫米，折合年降水总量
29.54 亿立方米，比常年偏多7.1%，
属平水偏丰年；地表水资源量为15.94
亿立方米，比常年偏少8.3%；地下水资
源量为 1.91 亿立方米，比常年偏少

7.3%；水资源总量为16.46亿立方米，
比常年偏少7.8%。

2021年，热带气旋对珠海影响相
对2020年较轻；同年，我市受洪水影
响较小，江河来水偏枯，全年上游来水
比常年偏少约41%。至2021年末，全
市中型水库蓄水总量为5291万立方
米，较2020年末减少541万立方米。

2021年，珠海市常住人口增加
2.71万人，增加1.11%。同年，我市淡
水总供水量达到58088万立方米，比
2020年增加2465万立方米，增幅达
到4.4%。同年，我市人均综合用水量
达235立方米，环比增加0.86%；但与

“十三五”同期（2017 年）相比下降
24.3%。2021年，我市万元GDP用水
量为 15.0 立方米，环比减少 6.3%。
2021年珠海人均综合用水量、万元
GDP用水量、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均
低于全省平均值。

澳门与珠海陆路相连，澳门的原水
主要通过珠海供给。公报显示，2021
年，我市对澳门供水达到9495万立方
米。

2021年珠海水资源公报发布

万元GDP用水量环比减少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