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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林峰 通讯员 赖丰凯）记者
日前从市林业部门获悉，去年我省大力实施绿美
南粤三年行动计划和乡村振兴林业行动，推进100
个“绿美古树乡村”建设。目前，全市已完成“绿美
古树乡村”任务7个，100%完成省下达的任务。

据了解，省下达给我市的“绿美古树乡村”
建设任务共 7个，其中云城区 2个、云安区 2个、
罗定市 1个、新兴县 1个、郁南县 1个。为确保
完成建设任务，市林业局从去年 4月开始分别
召开动员会、制定工作方案、实地调研、召开工
作推进会，要求各县（市、区）在 11月底前完成
任务。市林业局的设计人员深入到建设村庄进
行实地规划，在绿化过程中注重乡土树种的运
用，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尊重乡风民俗，积极
打造与村落相适应的生态系统，突出乡村特
色。打造出了古树公园、乡村绿道、花海乐园和
传统建筑等景观节点。郁南县东坝镇粗石玉兰
村有近 100亩的“百年荔枝林”，部分树龄已超
百年，市林业局充分利用玉兰村的荔枝林资源，
开展荔枝树上种植铁皮石斛、林下发展牛耳枫
等南药经济作物种植，并结合林下养蜂和黄金
百香果示范基地等特色经济产业促进农民增
收；村内建有蒲芦山市级森林公园，大力发展森
林康养和森林旅游业，吸引游客来往，带动当地
经济发展。“开展‘绿美古树乡村’建设后，村子
变靓了，村民的腰包更鼓了。”东坝镇玉兰村乡
贤理事会会长余同锦如是说。在罗定市加益镇
石头村河坝寨的“榕树王”已经建起了一个“古
树公园”。这棵“榕树王”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是广东省单株最大的榕树，曾入录《广东省树木
奇观》。如今，通过“绿美古树乡村”建设，老榕
树焕发出了新的活力，病虫害枝丫得到了修剪
复壮，大量游客慕名前来。

下一步，市林业局将继续对上述 7条“绿美
古树乡村”跟踪落实。此外，将继续加大资金投
入，积极发动当地乡贤、企业等引入社会其他资
金，探索“绿美古树乡村”建设长效机制。

我市完成7个“绿美
古树乡村”建设
100%完成省下达的任务

本报讯（记者 欧爱红 通讯员
梁振业）记者近日在有关部门获
悉，市委、市政府把推动项目开工
作为稳定投资的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各项目单位克服种种困难加快
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各职能部门主
动服务，今年以来全市重点项目开
工形势喜人，呈现集中开工、提前
开工的特点。截至目前，全市 44
个计划今年新开工重点项目已开
工 22个，开工率为 50%，其中 6个
项目为提前开工。22个已开工项
目总投资301.48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31.10亿元。这些项目顺利开
工，为我市稳投资、稳预期提供了
进一步保障。

选址云浮新区的云浮西江新
城图书馆是今年的省市重点项目，
总建筑面积为 3.5万平方米，计划
今年一季度新开工，但受疫情影
响，合同签订等工作有所延迟。为
保障项目一季度顺利开工，项目业
主单位紧跟相关工作进度，力促项
目于3月顺利开工，目前正抓紧开
展土地平整工作。思劳东高速出
入口连接线工程总投资 1.1亿元，
原计划今年7月开工，为抢抓建设
进度，项目提前到 3月开工（土方
工程）。位于郁南县的云浮晨宝新
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3万吨树脂项

目总投资5亿元，开工时间也由计
划的今年6月提前到2月。

我市成立了由市领导挂帅的
市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复工开工工
作专班，专班下设 6个小组，分领
域分地区挂钩联系共33个重点项
目。市领导带头带领专班成员深
入项目一线，既推动在建项目复
工，同时加快计划新开工项目的前
期工作进度。工作专班把协调解
决项目存在问题作为工作的重心，
以微信群为依托设立协同工作平
台，及时将项目前期工作中遇到的
防控措施落实、征地拆迁、资金、用
地用林、线路迁改、建筑原材料备
料等问题推送至各地各职能部门，
提高部门间协同工作能力，以最快
速度帮助项目业主破难题、解企
忧，抓紧完成前期工作，力促项目
尽快进入建设阶段。专班直接联
系的 33个项目已悉数复工开工，
复工开工率达 100%，其中 3个项
目为新开工项目。

同时，我市放出推动项目落地
政策大礼包，印发了推动重大项目
落地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提出了再
造重大项目审批流程，最大程度简
化重大项目落地手续的目标，推出

“一图”统筹制、服务专员制、模拟
审批制、“拿地即开工”制、双线审
批制、“双容双承诺”制等改革创新
手段，力求快速完成各项审批手
续，推动重大项目快速落地。

我市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开工
44个拟今年新开工重点项目已开工22个，其中6个项目为提前开工

位于云浮新区的同方计算机（广东）有限公司云浮生产基地全面复工复产 （记者 徐登科 摄）

新华社广州4月11日电 （记者 李雄鹰）
记者从广东省民政厅了解到，日前，广东省民政
厅、广东省扶贫办联合印发《社会救助兜底脱贫
行动实施方案》，编密织牢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网，
确保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应补尽补、应救尽救，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方案将社会救助兜底脱贫行动划分为摸清

底数、自查自纠、查漏补缺、巩固提升4个阶段，时
间从2020年4月底前开始到12月结束，并针对当
前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提出一系列重点任务。

方案要求，健全完善监测预警机制：通过广东
省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每月开展未脱贫人口和收
入不稳定、持续增收能力较弱、返贫风险较高的已
脱贫人口和建档立卡边缘人口与农村低保、特困
供养人员的相关信息比对，找出未纳入农村低保、
特困供养范围的人员，建立台账，分析返贫致贫风
险，为做好兜底保障工作提供实时监测数据。

此外，方案在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特殊
困难群体关爱等方面也提出具体帮扶要求。

广东省民政厅、扶贫办联合发文

兜底脱贫“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

本报讯（记者 何玮珊 通讯员
簕竹宣）近日，位于新兴县簕竹
镇的广东温氏佳润食品有限公
司在 10天时间内超额完成了省
下达的 1 万吨国家储备肉的任
务，为农副产品供给提供了有力
保障。

现代化养殖保障“菜
篮子”供应

“在这种现代化养殖场养殖，
操作几个按钮，就可以轻松实现
自动喂料、喂水、保温、通风、清理
鸡粪。通过屏幕监控，可以看到
鸡舍里面温度、湿度、氨气、二氧
化碳，还有风速，以及肉鸡对应的
天龄 ......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养好
几万只鸡。”在簕竹镇三黄肉鸡
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该养殖场是温
氏新兴优质鸡项目先锋示范基
地，占地面积 80亩，建有现代化
鸡舍 19栋，年出栏肉鸡达 350万
羽。基地以“公司+基地+农户”
的新型合作模式，通过“物联网+”
与大数据的融合来推动产业提质
增效。

据悉，从温氏股份最初的“公
司+农户”到如今的“公司+基地+
农户”的合作模式，簕竹镇始终一
如既往支持温氏股份的产业发
展。目前，该镇推动了 1200多亩

土地流转，建成 30多个“高效、智
能、生态”的现代化养殖生产基
地，推动450多户农户升级建设现
代家庭农场，2019年全镇肉鸡年
出栏量达2600万只，产值达6.5亿
元，为保障“菜篮子”供应打下良
好的基础。

科技支撑高效养殖

高效的养殖离不开科学技术
的支撑，一直以来，簕竹镇积极支
持企业科技研发，助力产业发
展。去年，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

技术广东省实验室云浮分中心成
功落户新兴，其主要的试验室和
基地设在簕竹镇。据了解，该试
验基地主要围绕畜禽生物育种、
畜禽生态健康养殖与食品安全、
畜禽疾病防控、畜禽产品品质与
加工、智慧畜牧业等五大方向领

域开展前瞻性、关键性技术基础
与应用基础研究，预计投资 5000
万元，占地80多亩。

此外，镇内还有农业部动物营
养与饲料科学重点实验室、广东省
畜禽健康养殖与环境控制企业重
点实验室等，实验室下设有肉鸡试
验场和肉鸭试验场，试验出的优质
品种、试点推广的养殖模式均在农
牧业上得到了大规模应用，既保证
了科学的养殖技术，又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019年，肉鸡
试验场共试验出三黄鸡、麻黄鸡、
油鸡等优质鸡品种有 10多种，该
镇优质鸡年产量达 2200万只，年
产值达5.5亿元。

高效养殖、成功的科研成果和
一条成熟的一体化产业链，切实提
升了簕竹镇镇产业在疫情中的抗风
险能力，保障优质食品不断档、不脱
销。疫情期间，簕竹镇各养殖场、饲
料厂、屠宰加工厂等一线生产单位
始终有序运转，没有出现因产业链
条断层而导致农产品供给能力下降
的情况，切实保障群众“菜篮子”。
近年来，簕竹在做大做强农牧业的
基础上，推动饲料、疫苗、农牧设备
生产和农产品加工等第二产业和运
输业等第三产业的“接二连三”发
展，走出了一条以特色农牧引领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振兴之
路。目前全镇共有温氏上下游产业
项目10多个，年产值达30多亿元。

新兴县发挥农副产品供给地功能

10天完成1万吨国家储备肉供给

本报讯 “粤康码”是我省基
于“粤省事”微信小程序开发的
健康通行码。按照省委、省政府
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相关部署要
求，今年 2 月以来，“粤康码”已
在全省 21 个地市推广，并在机
场、码头、铁路公路站场、医院、
小区、工业园、办公场所、商场等
多种重点场景应用，助力群众

“一码走广东”。

群众在手机上实名登录“粤
省事”微信小程序即可获取本人

“粤康码”，无需填报健康信息，
对老人、儿童等不方便使用手机
群体，可由家庭成员代为获取。
群众出示“粤康码”即可证明是
否为疫情防控重点人群，无需提
供其他疫情相关健康证明材
料。外省人员入粤时，应提前申
请全国一体化平台“防疫健康信

息码”或“粤康码”作为我省通
行凭证，实现“一码通行”；省内
居民出行凭“粤康码”实现“一
码通行”。

“粤康码”以红、绿两色标识
是否为疫情防控重点人群，其中
疫情防控重点人群标识为“红
码”，包括确诊病例和核酸阳性人
员、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疫情
地高风险来粤人员、集中隔离人

员、居家隔离人员等六种情形；非
重点人群标识为“绿码”。基层防
控人员按照“红码禁入、绿码通
行”规则，快速辨别重点人群，还
可按照权限查询身份信息、近期
行程、接触史等历史申报记录，有
效提升基层查验效率。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会同各
地区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方
面，推动建立了“健康码”跨省份

互认机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实现了各省（区、市）防
疫健康信息共享、“健康码”互通
互认，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健康
码”已可实现“一码通行”。依托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粤康
码”也与国家“防疫健康信息码”、
各省（区、市）健康通行码相关防
疫健康信息实现了数据共享互
信。 （本报通讯员）

“粤康码”助力群众“一码走广东”
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健康码”已可实现“一码通行”

本报讯 （记者 欧爱红）记者近日从市创
文办了解到，我市各志愿者服务组织在本月将开
展46个“文明云浮 与爱同行”志愿服务项目，这
些项目涉及防疫防控宣传、助力脱贫攻坚、关爱
困境家庭、防火拒毒、“蓝天行动”环境卫生保洁、
文明实践志愿“云宣讲”、社区养老、心理健康、守
护美好家园等内容，力求让志愿服务为更多的老
百姓服务。

为进一步推进云浮市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专业化、常态化地开展，推动志愿服务更
好地走进城乡社区、广大家庭、群众视野，真正走
进百姓日常生活，近日，市创文办公布了我市各
志愿者服务组织本月拟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项
目，并呼吁广大志愿者、各社区和村根据实际情
况踊跃报名参与各项活动，让更多老百姓得到帮
助，在全社会营造“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
愿者”的良好社会风尚。

我市计划开展志愿服务项目46个

惠及基层群众

志愿服务风采

复工复产进行时

我市“米袋子”十分充实
可以满足市民的各种需求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