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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着力办好“民生微实事”

组版：邓红生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郑振华

诗歌朗诵
会现场。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
以来，珠海全市上下坚持把为民、惠民
作为文明城市创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
脚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微实
事”，切实增强老百姓的安全感、获得
感、幸福感，为文明城市创建增添幸福
注脚。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老旧市场“变身”城市文明窗口

翻新后的南坑市场外立面。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年以来，我市多家与市民生活息息相
关的农贸市场悄然提档升级，让市民
的
“菜篮子”
拎出了幸福感、舒心感。

化了社区环境，还成为潜移默化中强
月，北沙社区居委会召开居民议事协
化思想道德建设的“宣传员”，为文明
商会，商讨将其改造成景观小公园。
城市创建增光添彩。
经过清理平整泥土地面、种植绿草皮、
斗门区白蕉镇城东社区金坑、金
铺设休闲步道、增加宣传标语……今
“微改造”撬动民生“大幸福”
田片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里面楼房
年 9 月，一个近 500 平方米的小景观
已建成使用 20 多年，外墙和楼道内出
公园落成，原本荒废的闲置公共空间
老旧小区和城中村的环境问题是
现不同程度的脱落、空鼓现象，
一直是
成为外沙村数百位居民休闲娱乐的
困扰不少居民的
“急难愁盼”
问题。依
居民担心的问题。
“网红打卡地”
。
托“ 民生微实事 ”项目进行的“ 微改
今年下半年，城东社区通过实施
几乎在同一时期，
高新区宁堂社区
造”
，
让居民幸福感再度
“升级”
。
党委依托
“民生微实事”
项目，
对宁堂村
金湾区平沙镇立新社区糖厂四巷 “民生微实事”项目，投入逾 40 万元对
片区内 35 栋楼房的基础设施进行升
35号及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提升，
通过
单车房及部分房屋由于建设年代久
级，
改造内容涵盖了楼道墙面翻新、扶
清理垃圾、实施硬底化改造、铺装 EP远，墙身出现多处裂缝、外层剥落等情
DM 地胶、
安装儿童设施及健身器材等
况，不仅对过往的行人造成安全隐患， 栏翻新、楼道照明改造、楼道管线整治
等，重点对墙体瓷片破损脱落和腐蚀
工程，
将原来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堆
还严重影响市容环境。
严重的外立面进行修补，受益居民共
放点，
打造成了
“家门口的儿童乐园”
。
今年 9 月，立新社区“幸福里”项
诸如此类的“微改造”带来的“大
目正式启动，
依托
“民生微实事”
项目， 计 476 户。老旧小区的“颜值”提升
了，
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越来越舒适。 变样”
，
正在珠海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对糖厂四巷整体墙面修补后进行彩
继续进行着。众多
“民生微实事”
项目
高新区北沙社区的外沙村垃圾压
绘，选取贴近群众生活的场景，
尽量做
缩站旁有一块空地杂草丛生，积藏大
汇成奔腾的“暖流”，助推珠海文明城
到每一面墙都在讲述立新故事，展现
量垃圾，严重影响村容村貌。今年 7
市创建工作幸福前行。
不一样的社区特色。这些彩绘不仅美

珠海市农业农村局组织考评组到阳春市实地考评产业扶持奖励项目

以特色品牌产业建设促进农民增收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11 月 24
日，
珠海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帮扶项目考
评组到阳春市岗美镇、三甲镇、春湾镇
验收产业扶持奖励项目，
并实地调研乡
村振兴富民兴镇产业发展情况。考评
组要求，
继续加强当地特色品牌产业建
设，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全力推进农业
发展农民增收。
考评组先后前往岗美镇、三甲镇、
春湾镇考评产业扶持奖励项目并实地

校对：罗娜

“让温暖被听见”诗歌朗诵会举行

为文明城市创建增添幸福注脚

作为珠海人流量最大的农贸市场，
南坑市场日均人流量达 8000 人次，是
“老珠海人”
逢年过节购置菜肉、新衣、
年货的重要去处，
承载着无数珠海人的
时代记忆。但是，由于建设年代久远，
南坑市场墙身出现开裂及墙皮剥落情
况，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还存在安全隐
患，
周边居民纷纷向香洲区狮山街道南
坑社区党委提出整治需求。
为此，南坑社区党委坚持
“共商共
建共管共享”工作理念，结合“民生微
实事”
项目，撬动南坑市场产权方出资
约 97.3 万元，共同推进南坑市场外立
面及门前广场整治提升。同时，南坑
社区召集居民代表及南坑市场产权方
先后召开 16 次议事协商会议，就项目
实施细节等进行充分讨论。
今年 7 月，南坑市场外立面及门
前广场整治提升工程正式实施，经过
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于今年 8 月底
完工。原本斑驳破旧的外墙焕然一
新，中式屋檐造型、仿古木窗、复原三
十年前的“南坑市场”立体字等元素，
让整个市场外观看起来颇具古典风
韵。门前广场重铺了路面、加装了道
闸、增设了单车棚及花坛等设施，在
“颜值”提升的同时，也为市民停车提
供了更多便利。
尤为亮眼的是，
南坑市场外崭新的
广告牌集合了
“民生微实事”
项目介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标语、行业
规范等宣传内容，成为
“办好民生微实
事·建设文明新珠海”
的重要展示窗口。
从细微处着眼、从小切口入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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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通过实地考察，
与各产业基地负
责人深入交流，与各工作队沟通思路
等方式，详细了解对口帮扶的乡村振
兴富民兴镇产业项目产业规模、建设
进度、销售市场、经济效益及联农带农
等情况。
在岗美镇，考评组实地调研阳春
白鹅标准化养殖基地，实地了解基地
品牌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情
况。据基地负责人介绍，阳春白鹅标
准化养殖基地以“六统一分”的方式，
开展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生产经
营，带动了周边 60 多名农户就业，人
均年增收两万多元。

在三甲镇，考评组实地调研三甲
镇豇豆加工示范基地、豇豆种植示范
基地和三圩村豇豆种植（撂荒地复耕）
示范基地。其中，三甲镇豇豆种植示
范基地直接带动 96 名村民参与种植务
工就业增收，户均年增收 2 万元；三甲
镇豇豆加工示范基地带动约 150 名村
民务工就业增收，带动周边镇村群众
种植豇豆 1500 亩，示范效应逐步显
现；
三圩村豇豆种植（撂荒地复耕）示范
基地可解决60-80名村民参与就业。
在春湾镇，考评组实地调研春湾
镇青梅加工产业基地和春湾镇农产品
流通设施项目。据了解，春湾镇青梅

加工产业基地以保价的形式收购青梅
进行加工，带动一万多人连片种植新
品种青梅，形成大规模的梅花“花海”
以及青梅采摘体验区，
协助打造
“十里
梅廊”休闲、观光旅游精品线路，整体
提升了春湾镇全域旅游的形象；春湾
镇农产品流通设施项目日均输送蔬菜
到珠海一万斤以上。
产业要振兴，品牌要先行。市农
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充分肯定了各工
作队乡村振兴产业帮扶成效，并对未
来乡村振兴产业帮扶工作提出要求：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
力调整优化农业产业布局。

本报讯 记者林琦琦报道：朗经典
之声，
诵向党之情。为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推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
11 月 24 日下午，
“让温暖被听见”诗歌
朗诵会在香湾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
将朗诵艺术送到社区群众身边。
本场活动以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
为主题，
由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指导，
珠海传媒集团主办，
珠海市作家协会、
珠
海传媒集团广播节目中心与珠海市香洲
区香湾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共同承办。
“秋天的祖国，
我剪辑了一组金色，
风动的麦浪，
成熟的瓜果，
为了一颗颗滚
动的汗水，我们唱着丰收之歌……”朗
诵会在珠海原创作品《秋天的祖国》中拉
开序幕，饱含深情地歌颂着充满希望、
和平、富强的祖国。随后，
《十月颂》
《记
忆的绳子》
《赤水的水》
《苏兆征与白石
街》
《英雄》等珠海原创作品和经典作品

接连呈现。朗诵者们声情并茂地诵读
作品，
时而激情澎湃、时而婉约轻述、时
而深沉含蓄、
时而雄浑高亢，
或回忆风雨
如晦的岁月，
或讴歌党的光辉征程和革
命先辈的激扬青春，
或传递心中坚定的
信仰和展现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珠
海原创诗歌《让温暖被听见》则传递了生
活中的幸福、
温暖和美好，
引导人们共同
建设文明城市。现场观众全神贯注地
欣赏，
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今天听到了很多优秀作品，
诵读者
的专业朗诵更是让我们沉浸其中，
希望
有更多这样精彩的活动让我们市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
市民卢小姐说。
据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
次活动是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
列活动之一，
希望通过声音的艺术将珠
海名作家执笔的原创作品送进社区群
众身边，传递温暖和力量，为社区营造
和谐文明向上的社会氛围。

我市开展珠中江交界水域执法检查

在交界巡河执
法 行 动 中 ，执 法 人
员加强对河道的监
管执法力度。
通讯员 秦力 摄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 通讯员秦
现非法洗砂洗泥、非法采（运）砂和倾倒
力 报 道 ：近 日，珠海市 水务局联合有
垃圾等水事违法行为。
关部门组织开展珠中江交界水域执
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接下来将
法检查行动，排查可能存在的水事违
进一步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加强交界河
法行为，进一步夯实交界水域执法工
道水域的执法行动；有效加强与中山、
作基础。
江门市的水行政执法工作联系与互动，
执法检查期间，
市水务局相关负责
加强三地水行政执法情报和信息的共
人带队乘船对磨刀门水道、荷麻溪水
享，实行联防联控，各司其职严厉打击
道、涝涝溪水道和虎跳门水道等交界水
交界水域水事违法行为；同时，还将加
域开展执法检查；
重点检查珠中江交界
强普法宣传工作，有效落实“谁执法谁
水域可能存在的盗采河砂、非法洗泥洗
普法”，做到执法检查与普法宣传相结
砂及倾倒渣土现象。
合，
精准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船 1 艘、执
据了解，2021 年底，珠海市水务局
法人员 19 人，登船检查运砂运泥船 6
与中山市、江门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签订
艘、皮带装御船 2 艘、泵站取水口 4 处， 《珠海市、中山市、江门市河道三市交界
检查河道长约 170 公里，现场共派发水
区域联合执法协议》，截至目前，
三地水
事法律法规宣传册及《关于禁止在出海
行政执法部门共开展 3 次联合执法行
水道与河道水域洗砂洗泥等污染环境
动，现已形成“信息共享、合力共治”的
活动的通告》等宣传资料 20 多份；未发
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