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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当 源 自 责 任 关 注 产 生 力 量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8 月 29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巴基斯坦总统阿尔
维，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表示
慰问。

习近平强调，近期巴基斯坦发生严重
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
我个人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
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作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
伴和“铁杆”朋友，中国和巴基斯坦长期

以来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并肩应对自然
灾害等重大挑战。此次洪灾发生后，中国
已第一时间作出响应，将继续向巴方提供
急需帮助，支持巴方开展救灾工作。相信

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下，灾区
民众一定能早日战胜洪灾、重建家园。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巴基斯坦
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致慰问电。

习近平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灾
向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致慰问电

■记者 赵艺

本报讯 8 月 29 日，我市组织收听收
看国务院召开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
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市领导庄悦
群、罗晃浩、梁浩、高雪山、肖爽，市
政府副厅级领导黄权，市政府二级巡视
员高鹏在茂名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方面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在严峻环境中推
动稳定发展。我们一方面用适度规模财
政货币政策加力宏观调控，另一方面深
化“放管服”改革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两者相辅相成产生倍增效应，在应对冲
击中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没搞

“大水漫灌”，稳定了物价，为经济行稳
致远打基础。

会议强调，“放管服”改革是放开搞
活、促进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重在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目
前已达 1.6 亿多户，比十年前增加近 2
倍，支撑了经济总量翻番，承载了7亿多
人就业创业基本盘。政府刀刃向内删繁
除弊。加强监管，维护公平竞争。建设
法治政府，政府的权力边界就是法律法
规，有权不能任性，维护市场主体和群
众合法权益。优化政务服务。改革无止
境，要以泰山不拒细壤的包容日积月
累、实现非凡成就。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
的基础和关键。今年针对新挑战果断推
出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力度
超过 2020 年，规模合理适度。要把这
些政策落到位，深化“放管服”改革，
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国务院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深化“放管服”改革 着力稳就业稳物价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厂房林立的港区、四通八达
的交通路网、功能齐全的城市空
间、串珠成链的山海美景、活力
充沛的美丽乡村……党的十八
大以来，茂名持续推进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体现在一个个
身边的变化中。

当前，茂名开启建设产业实
力雄厚的现代化滨海城市新征
程，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带上的新
增长极，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不
断激发和释放。

产业集聚规模不断壮大
走进茂名这座滨海绿城，处

处展现勃勃生机。
近日，记者在位于茂名滨海

新区的绿色化工和氢能产业园
内看到，这里吊塔林立，工程人
员紧张有序施工。茂名在滨海
新区打造以丙烷脱氢为龙头的
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氢能源产业
园，项目以发展丙烷—丙烯—聚
丙烯（PP）产业链为主线，打造全
球最大的聚丙烯生产基地，培育
千亿级产业集群，打造大湾区氢
能源供应基地。

今年，茂名继续打好产业发
展“三场硬仗”：全力推进总投资
约73.4亿元的丙烯腈项目开工建
设，全力保障总投资400亿元、在
建投资64.8亿元的东华能源烷烃
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期（Ⅰ）建成
投产，全力争取总投资约299.5亿
元的茂名石化炼油转型升级及乙
烯提质改造项目上马建设。

近十年来，茂名高标准绘制
产业强市蓝图，各工业园区进一
步拓宽产业集群发展空间，产业
集聚规模不断壮大。世界500强
丰益国际、广药集团及华侨城、
东华能源、广州工控等“链主”企
业落户茂名。广州工控丙烯腈、
广化化工交易中心、广药集团王
老 吉 粤 西 生 产 基 地 等 加 速 落
地。茂名着眼绿色化工和氢能
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精准招
商、敲门招商、以商招商，不断推
动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

茂名先后成立滨海新区、高
新区、水东湾新城三个经济功能
区，作为向海经济的主战场。滨
海新区锚定建设世界级绿色化

工和氢能产业基地，加快建设现
代化港口，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和
海洋新兴产业；高新区锚定全国
高新区百强目标，全力建设科技
创新高地、战略性主导产业聚集
区，不断深化拓展石化和新材料
产业链；水东湾新城锚定中国南
海旅游休闲度假康养目的地，着
力做好生态修复、交通可达、文
旅产业三篇文章。

如今，随着湛江吴川机场正
式启用，茂名第四大发展平台
——临空经济区被委以重任。
茂名提出将临空经济区打造成
湛茂都市圈的启动区和积极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城市
群、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平
台。临空经济区锚定空港门户
目标，重点布局临空工业、临空
仓储物流、跨境电商和临空科技
等产业。

茂名产业已从石化这个单
一的结构，向多元化、高端化和
绿色化迅速发展。目前，茂名聚
焦六大优势产业抓好项目布局，
全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氢
能产业基地、国家级特色现代农
业产业基地、区域性现代商贸物
流基地、中国南方文旅康养度假
基地和示范性城乡融合发展基
地，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执行落实
上，全力以赴把“路线图”变成

“施工图”“实景图”。
尤其是 2021年以来，茂名持

续深化与大湾区国资国企的交
流合作，推动重大产业向沿海经
济带西翼布局发展。据统计，
2021 年茂名市重点签约项目和
重点储备项目共计40个，涉及18
家企业，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 2
家，中国500强企业7家。

农业总产值连续突破
千亿元

拥有山海全地形资源的茂
名，地理位置优越，农业资源禀
赋丰富。从碧海银沙的电白一
路往北，到连绵大山的信宜，分
别种植有沉香、荔枝、龙眼、化橘
红、三华李，河沟鱼塘里还有数
之不尽的罗非鱼，现代农业体系
跃然眼前。2021年，茂名农业总
产值1042.75亿元，实现连续两年
超千亿元，切实发挥了农业“稳

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
荔枝产业是茂名富民兴村

的重要产业。十年来，茂名市先
后建成茂名市荔枝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茂名市省级荔枝优势
产区产业园、茂名市省级荔枝跨
县集群产业园、高州市荔枝省级
产业园。今年，茂名围绕荔枝精
深加工，引进广药集团王老吉大
健康公司，研发推出更多“荔字
号”新品，“从论箱、论盒卖到论
粒、论棵、论片定制”，以“荔枝定
制”模式提高荔枝产业效益；深
入挖掘荔枝文化，把荔枝产业发
展与食品加工业、都市休闲观光
有机结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高州市根子镇桥头村村民
何叔说，茂名全力打好荔枝产
业产销“组合拳”，力促品牌提
升、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合力
破解了“丰产烂市”“荔贱伤农”
难题，“以后再也不愁荔枝销
路，还带动乡村旅游发展，日子
越过越好。”

茂名荔枝逐渐从经济作物
向乡村振兴主产业华丽转型。

茂名总结荔枝产业发展经验，进
一步探寻其他细分特色农业品
类发展路径，提出打造荔枝、龙
眼、沉香、化橘红、三华李“五棵
树”、罗非鱼“一条鱼”和预制菜

“一桌菜”，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
提升。

在注重发展农业生产的同
时，茂名着力加强农业二三产业
的发展，力补产业结构不合理的
短板，拉长农业产业链。目前，

全市市级以上111家农业龙头企
业 中 ，加 工 型 企 业 59 家 ，占
53%。全市农产品加工总产值突
破 900 亿元，成为茂名市支柱产
业之一。

此外，依据各地区域特色和
产业优势，茂名积极创建现代农
业产业园，按“科研+生产+加
工+流通”的发展模式，着力提升
产业集聚、集群、集成水平，加快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茂名持续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开启建设现代化滨海城市新征程

工业强市步伐铿锵 向海而兴活力迸发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李康华通讯员詹翔闵全良波

紧跟总书记 奋进新征程

8 月 28 日，为期 10 天的 2022 南国书
香节茂名分会场活动圆满落幕。丰富的
图书品种和多样性文化活动，既给市民
提供有趣的阅读体验，也取得可喜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文化更有活
力、消费更有动力。

书香浸润大城小巷
书香节期间，我市各文化场所人气爆

棚。在市图书馆，阅览室、自修区等常常
坐满读者，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书香气息。
而走进各实体书店，当一缕阳光从窗口射
进来，书就有了阳光的味道。有的读者埋
头苦读，时而认真做笔记，时而露出笑
容，在知识书海里寻找深埋于心的文化意
趣；有的读者一边悠闲地品尝咖啡，一边
翻阅书籍，在奔波之余寻找精神上的愉悦
和慰藉。

非遗展览、优惠售书、名家签售、经
典诵读、文化讲座、公益演出、云直播
……书香节线上线下联动，以数十项主题
鲜明、丰富精彩的活动展现岭南文化风
采，讲述茂名好心故事，营造全民阅读好
氛围。广大市民不仅可以逛展、看书、买
书，还能参加各类主题活动，在这场文化
感、参与感、体验感满满的精神盛宴里，
尽兴品尝自己喜爱的可口文化菜，尽情体
会生活里的有趣有盼。

市天下人购书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许多市民已把书香节当成每年必打卡
的一项内容，还没开幕时就常来了解情
况，生怕错过一丝精彩。家长吴女士认
为：“书香节的阅读氛围和惠民活动，既
能让孩子们增长知识、结识伙伴，也能让
亲子们有了更多的共读时光，一起共度一
个不一样的暑假。”在市民江先生看来，
书香节购书优惠多、惠民项目好，活动在
向市民推介有温度有厚度的好书之余，也
把高品质阅读体验送到市民身边。

书香漫溢田间地头
书香不仅飘进大城小巷，也浸润到乡

村百姓家。今年茂名分会场设置了流动惠
民书香车，把“送文化”和“种文化”有
机融合，打造乡村振兴的“文化粮仓”，
满足着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营
造良好的全民阅读氛围。

其中，在羊角镇潭段村乡村振兴示
范点，“流动书香车”的车厢打开，形成
一个遮阳棚，车内的书架上摆放着各式
各样的新书，就好像一个“流动小书
店”一样。新华书店·四阅店店长黄文介
绍，他们根据基层读者的阅读需求挑选
党政、文学、少儿、社科、医疗健康等
多种类别图书，力争把更多好书、新书
送到老百姓身边。

“我喜欢看科幻类和自然类的书籍！”
在读初二的羊角镇学生唐国棋兴奋道。他
盼望“流动书香车”到村里来很久了，

“这样我就能在家门口买到我喜欢的书
了。”记者了解到，这是茂名分会场首次
以“流动书香车”的形式走进乡镇基层，
点对点服务读者。越开越远、越开越受欢
迎的“流动书香车”，掀起了田间地头阅
读热潮。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书香节年度主题
为“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年度口号
为“阅读粤精彩一起向未来”，由中共广
东省委宣传部、中共茂名市委宣传部主
办，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茂名日
报社、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茂名新华书店有
限公司，以及有关实体书店、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 （所、站）、农家书屋承办，通
过打造惠民利民的购书平台和群众喜爱的
阅读嘉年华，为好心之城注入了强大的精
神力量。

2022南国书香节
茂名分会场圆满落幕

书香氤氲润茂名
本报记者杨珮珮

东华能源烷烃项目聚丙烯装置吊装。周泽佳 摄

2021年，茂名农业总产值1042.75亿元，实现连续两年超千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