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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救生衣的
正确穿法吗？请跟着我的示范来一
遍哦 !”暑假来临前，宜宾市屏山县航
务管理处工作人员潘虹霖来到屏山
县屏山镇柑坳村小学，为全校近百名
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水上交通安全
知识课。

“潘孃孃，你今天的这身衣服真
漂亮！”在柑坳村小学生们眼里，这
个孃孃穿白色制服的日子并不多见，
脱下这身海事制服，她就又成了村里
人熟悉的驻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
队队长。

2018 年 5 月，潘虹霖主动请缨来
到柑坳村。一年多来，她带头强化基
层党组织建设、牵头开办“坳硒红”农
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农民夜校”给村
民们讲政策授技能……30 岁不到的
她，已从机关办公室里的“小潘”变成
了奔波于田间地头的“老潘”，也成了
村民们心中的好书记、知心人。

探出路子
产业扶贫开启“造血”功能

6 月初的柑坳村绿意正浓，生机
盎然。村道两边近两米高的砂仁正
待开花，山坡上 300 亩茵红李挂出弹
珠般大小的绿色果实，山林中散养的
跑山鸡和黑山羊随处可见。柑坳村
壕沟多、耕地少的地理环境正孕育出
一片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产业。

“郭队长，又来看你家李子长得
好不好哦？”

“是啊，今年李子长得比去年好
多咯，梳果梳得勤，肥料也给得及
时，估计有个好收成哦 !”柑坳村大坡
队队长郭元海一边笑吟吟地回潘虹
霖的话，一边忙着给长密了的果子再
次梳果。

“今年我家 12 亩茵红李是第二
年挂果，产量算不上多，3到 4吨也是

有的，估计每斤能卖到 3 块左右，肥
料和药品大概只花了 2000 元，整个
算下来也能净赚 2 万左右，这比去年
还是好多咯。”对于即将兑现的收
入，郭元海的喜悦溢于言表。

记者了解到，去年是柑坳村茵红
李挂果的第一年，因缺乏有效管理和
技术指导，整体销售效益并不佳。痛
定思痛后，潘虹霖主动和村两委班
子、驻村农技员商议成立茵红李专业
合作社，2018年 12月，“坳硒红”农民
专业合作社成立起来，形成了“农
户+专业合作社+销售”的产、销一体
化经营模式。

“通过合作社买肥料药品比我们
自己单独买便宜了三分之二，农技员
还可以随时指导，现在剪枝、梳果、
打药都不再靠经验盲目干了，有了好
的管理方法，明年我家李子收个 7、8
吨估计也没问题。”虽然合作社在统
一销售上的优势还未体现出来，但看
得见的好处依然让郭元海对茵红李
产业满怀信心。

“现在申请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由
最初的 10 户增加到了 30 户，我们也
打算再建立‘产业示范户+党员’的
机制，争取让党员和示范户共同起到
示 范 作 用 ，带 动 更 多 村 民 共 同 致
富。”潘虹霖说。

为了让村里的茵红李运送更方
便，在潘虹霖的争取下，屏山县航务管
理处为村里免费提供了 300 多吨河
砂，修建了一条 1.2公里长的产业路。

“以前山中小路只容一人背着背篓上
下，一次最多背三五十斤，来来回回要
好多趟，现在可以开着摩托车、三轮车
上山，方便多咯！”郭元海说道。

播下种子
精神扶贫激发内生动力

村支书张桥介绍，在潘虹霖来到
柑坳村之前，村里已经经历了三任驻
村书记，危房改造、道路修建、饮水
入户、网电改造等基础设施此前均已
完成，现在重心往村民综合素质整体

提升阶段偏移。脱贫攻坚战越到后
面越如滚石上山，越需要响鼓重锤。
用张桥的话说：“现在舞台已经搭好，
剩下就看村民们自己的表演了。”潘
虹霖认为，她就是那个在村民“表
演”时使劲擂鼓呐喊的人。

“以前我们村等、靠、要的想法很
严重，但是通过一任任驻村书记宣讲
教育、实打实的帮扶，现在越来越多
的村民意识到只有勤劳才能致富。”
柑坳村文书刘江说道。

“刘高伦兄弟俩的例子就比较典
型。”刘江介绍，刘家兄弟俩以前靠
种点玉米过活，家里置房还欠了些外
债，潘虹霖等驻村队员多次上门动员
后，2018 年 6 月，刘高伦终于同意到
屏山县对口的帮扶县——浙江省嘉
兴市海盐县务工。“现在刘高伦每月
有固定工资 3000 多，屏山县还给这
些贫困户提供了一笔务工补助，今年
3月，他又把他弟弟带出去挣钱了。”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但是
要村民们转变思想，一蹴而就行不
通，更多的功夫还是要做在平时。”
潘虹霖说道。为充分激发并培育贫
困群众内生动力，做到物质、思想双
脱贫，实现真脱贫、脱真贫，潘虹霖
带着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在村
中积极开展诚信感恩、勤劳致富、团
结互助、环境优美、助（脱）贫先锋五
个类别的星级户评选活动。

“活动开展半年多以来，明显感
觉到村里风气好了不少。以前村民
习惯乱扔垃圾，现在大家都把垃圾收
集归类放置，村容村貌整体改善；以
前村委会开会还偶有迟到现象，现在
九点开会，八点半不到村委会楼下摩
托车就停了一排；大家现在也非常积
极来问政策要支持……”张桥笑着细
数村里这些可喜的小变化。

挑起担子
心系村民践行帮扶责任

“在忙啥子嘛？来我屋里头摆哈
龙门阵嘛？”

“不摆咯，我还有点事！对咯，你家
里有鸡蛋没得？你有多少我收多少。”

记者在村中走访时，不断看到有
村民和潘虹霖热情地打招呼。尽管
驻村时间才一年，但村民们和她已经
熟络得很，村里小孩见到她时也总会
喊上一声“潘孃孃”。自担任柑坳村
第一书记以来，潘虹霖不仅致力于扶
贫政策的落实，还从生活小细节着手
帮助困难农户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打
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她对我关心得很，经常来问候
我们，有时候大雨天蹚着泥巴路都
要来！我儿媳眼睛高度近视，她就
主动帮我们申请大病医疗救助；我
儿子儿媳在温州打工，工资不高，她
这两天又在帮他们联系去海盐县务
工，说是那里条件更好。”继光组 74
岁的宋培祥婆婆感激地说道。

在柑坳村村民眼中，潘虹霖是个
“热心肠”。莲花组王树君家，公婆
二人均身患重病长期卧床在家，老公
公李德海因视力障碍，身体虚弱，很
久没有到集市理发，潘虹霖入户走访
之际，就上门为老人亲自修剪头发，
并赠送了一套电动理发器。

“驻村的这一年，农村工作从不
熟悉到熟悉，贫困户从不信任到交了
心，这一路上我也锻炼和成长了很
多。”潘虹霖说，驻村工作她并不觉
得苦，反而有点甜，唯一遗憾的就是
陪家人的时间太少。

“很感谢家人对我工作的支持，
虽然我的儿子现在才三岁，每天都在
电话里要我陪他玩，但是现在的工作
更需要我，或许以后他会明白我的坚
持，也希望他以后在人生道路上有自
己的坚持。”

“欲问秋果何所累，自有春风雨
潇潇。”谈起心中的愿景，潘虹霖说：

“待到脱贫攻坚胜利时，我希望我们
村产业能发展得更好，村民的自主性
和主动性更强，村里的广场舞重新跳
起来，真正迈向和谐‘四好’新村。”说
这话时，潘虹霖眼中绽出的自信光
芒，深深地照进了人们的心窝里。

真抓实干铺就柑坳村的幸福路
□ 全媒记者 周佳玲 通讯员 周鑫 甯千旭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陈 俊 杰
通讯员 饶雨蒙）7 月 16 日，浙江省
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利
幸，省委第十巡回指导组组长陶时
梅赴省港航管理中心、省交通工程
管理中心开展主题教育专题调研，
强调要按照“三个排头兵”要求，从
提高思想认识、聚焦主题主线、确
保见到实效三个方面，持之以恒、
再接再厉，推动主题教育取得更大
成效。

调研期间，陈利幸强调各单位
要做到规定动作、自选动作两手
抓，两手硬，确保主题教育有“干
货”；要紧密结合行业工作实际，找
准定位，进一步强化初心和使命，
以主题教育为契机，补齐发展短
板，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优势，
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确保主
题教育出实效。

陈利幸指出，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各级党组织
紧紧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12 字要求和五句话目

标，突出“高质量、交通味、真效
果”，谋划推进“百人蹲点”“千人
微访”“五张清单”等一系列具有

“交通味”的特色载体和活动，使主
题教育呈现进展有序、扎实有效的
良好态势。交通运输行业一定要
抓住契机，把握脉点，提高认识，拉
高标杆，不断增强开展主题教育的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党性修
养有没有新提高、担当精神有没有
新加强、工作能力有没有新提升、
工作作风有没有新转变作为检验
主题教育是否有成效的关键。要
紧扣主题、突出主线，推动主题教
育不断走深、走实。做到理论武装
再深化、调查研究再深入、检视问
题再聚焦、落实整改再加力。

陈利幸要求，要正视存在的问
题，把握持续发力的节奏，确保主
题教育早见成效、见到实效。要从
立体和综合的角度、从时间和空间
的维度，从思想和行动的深度，持
之以恒、不断深化，真正用效果来
检验、用效果来说话。要立足见

“实效”，做到不达目的不罢休。要
立足见“真效”，做到不出精品不停
步。要立足见“深效”，做到不改到
位不松劲。要立足见“长效”，做到
不获全胜不收兵。

当好“三个排头兵”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座谈会

本报讯 （通讯员 王舜毕）7 月
16 日上午，宁波海事法院组织审
管办法官、外聘法律专家对该院已
结案件进行查阅，并逐件进行评
审；当天下午，评审组人员又对一
起海事行政争议案件进行听庭，庭
后召集庭审法官进行点评。这是
今年 6 月以来，围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该院正在开展
的“查百案、听百庭”质量监督大检
查活动的一个缩影。

活动中，针对被改判、发回重
审、指令再审的案件，超过正常审
理期限审结的案件及尚未审结的
长期未结的案件，以及信访申诉、
审执缺乏兼顾、裁判尺度不统一等
投诉案件，该院不仅要求法官们交
叉互评，还邀请高校教授参与其
中，力求把每个案件做到极致，并
要求“一案一报告”，通过找出影响
案件质量、效率、效果的根本性因
素，深刻分析成因，落实整改措施，
从而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截至目前，“查百案、听百庭”
已完成预定目标检查各类重点案
件 253 件，回看各类案件庭审视频
48 件。“1 个多月来，我们已发现并
纠正了 20 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和瑕
疵。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对新型疑
难复杂案件的研究，统一同类案件
裁判尺度，提高审判质量、效率和
效果，提升海事司法裁判对社会活
动的规范、引领作用。”宁波海事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宏伟说道。

与此同时，该院还组织开展了
“稳企大调研”“便民大走访”活
动，领导班子先后 11 次带员深入
浙江涉海航运企业、渔业生产组
织、港口企业，围绕海事审判“三审
合一”诉讼制度改革、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等进行调研座谈，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该院还积极开展

“清零行动”，针对部分案件久拖不
决的老问题进行调研分析，解决处
理一批“骨头案”、“老大难”，不断
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

宁波海事法院“查百案、听百庭”
规范司法行为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龙巍 通讯员 张建林 张兵）7 月
18 日，以“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为主题的 2019 年珠江片区“中国航海日”活动在广东
省肇庆市举行。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航海精神、传承航
海文化，通过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凝聚共识，共同推动珠
江航运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力服务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会上，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
建华代表珠江片区“中国航海日”活动组委会，作了题为
《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旨
发言。王建华表示，今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交通
运输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
案》，明确了西江航运干线为中央财政事权，珠江水系其他
内河高等级航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这将从根本
上解决长期困扰珠江水运发展的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管理
体制机制不顺等老大难问题。这是实现珠江水运快速发
展的大机遇，也是破解重大难题、解决重大矛盾的“关键一
招”。为此，王建华倡议：要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
要凝聚改革最大公约数，画好发展最大同心圆；要坚持新
发展理念，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全力书写好珠江水运

“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期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原总工张小文作了题为

《加快珠江黄金水道建设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和珠江—西
江经济带发展有关问题的思考》的专题讲座；广东省人民
政府参事梁建伟作了题为《“海洋强国”战略呼唤“海员强
国”建设》的演讲。

在 2008年珠江片区“中国航海日”活动上，珠江航务管
理局启动了“珠江片区航海人才培养计划”，后发起成立了
珠江航运事业发展基金会，设立了“珠江航运奖学金”和

“珠江航运助学金”。此后，每年的捐资助学活动都成为珠
江片区“中国航海日”的重点内容。今年共有 15 家企业捐
出超过 50万元的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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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顾晓平 特约记
者 万江波）近日，江苏省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召
开“江河碧空”蓝天保卫四号行动
动员部署会，吹响了船舶港口码头
大气污染问题集中整治的冲锋号。

江苏航运业持续蓬勃发展，但
船舶港口污染防治工作存在不少短
板和薄弱环节，给江苏区域环境质
量的改善带来压力，船舶港口码头
污染治理刻不容缓。为此，江苏部
署开展“江河碧空”蓝天保卫四号行
动，提出要以三级联动、分工协作、
查处结合、着眼长效为原则，开展港
口码头扬尘污染集中整治，打击销
售、使用低劣船舶燃油违法行为，开

展港口码头储罐 VOCs 污染集中整
治，并开创性地进行船舶、港作机械
排气污染集中整治，同时抽查船舶
污水和垃圾排放处置情况。

根据行动方案，江苏各设区市
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集中力量展
开全面排查，系统摸排本辖区内船
舶港口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形成完整的台账资料，制订抓
落实的具体方案。江苏省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将加
密对船舶港口大气污染重点曝光，
通过曝光揭露问题、强化监督、落
实整改；省、市、县三级均要以辖区
内水上船舶、港口、码头污染防治
情况为重点，精心策划，制作播出

暗访曝光节目，剖析现象，深挖根
源，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

据悉，8 月中旬，江苏省有关部
门将组织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集
中帮扶。包括对港口码头扬尘污
染防治措施的研究制定以及岸电
设施的推广与管理使用，注重源头
治理，树立绿色发展、清洁生产理
念；对船舶及港作机械尾气排放污
染进行监测监管，积极对接国家现
行制度规定，注重标准引领，填补
制度空白，坚持油品、船舶、机械三
者的联防联控；针对船舶废水、垃
圾的接收处置找准薄弱环节，剖析
问题根源，做到全过程衔接，全链
条运转，全天候监管。

江苏启动“江河碧空”蓝天保卫四号行动
集中整治船舶港口大气污染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鄢琦 记者 陈珺）7月 17
日，记者从湖北省港航
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
半年，湖北水运集装箱、
滚装车吞吐量呈现快速
发展态势，全省共完成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99.1
万标箱，同比增长12.4%，
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增长
再创新高，其中武汉港
8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14.9%，占全省集装箱吞
吐量 83%。

据悉，集装箱较快
增长的原因是武汉港发
挥全省龙头作用，引进
中远海运航线，货运在
花山进行中转，集装箱
量增长 2 倍；中集东瀚
增加至 6 条运力，航线
运营更加高效、航次箱
量实现高速增长。

滚装车运输作为另一个增长这
点，1—6 月共完成 48.9 万辆，同比增
长 9.4%，其中武汉商品滚装 39.5 万
辆，同比增长 16.9%。水路运输成功
开发 3 条新航线、6 条新流向、7 条新
线路、7个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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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 日，
集美大学航海学
院“智思领航”
暑期社会实践队
走访上海外高桥
造船有限公司。
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大家参观了
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所制造的
“981”深水半潜
式钻井平台的比
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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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杨 柳 记
者 薛力强 通讯员 于剑侠）7 月 17
日，记者从天津港东突堤板块五洲
国际公司了解到，该公司历时 13 个
月的堆场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全
部完成并竣工验收，轨道桥自动化
目标按期全面实现。

堆场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选用
自动化集成商瑞典 ABB公司的技术
和美国 NAVIS 公司的 TOS 系统。该
项目实现了全球第一家通过技术改
造实现全堆场轨道桥自动化升级、

全球第一家采用技术手段解决内跨
式轨道桥单侧双车道作业工艺、全
球第一家通过“边生产、边改造”方
式完成堆场内全部自动化升级、全
球第一家通过卫星（北斗）定位系统
实现全部单元（包括岸桥、轨道桥、
拖车）的 3D 实时全景显示、全球第
一家采用智能电子防摇系统，解决
了四绳起升机构轨道桥自动化作业
的防摇问题等五个突破，从指令到
设备作业环节大幅减少人工干预，
实现自动操作。

改造完成后，五洲国际公司实
现了轨道桥对内部集卡车装卸箱
和箱区内集装箱翻倒的全自动作
业、对外部集卡车的人工远程干预
作业，各项功能及指标均达到世界
一流水平。实现了场地设备吞吐
能力提升 20%，至本年末将提升到
40%以上；泊位资源进一步释放，船
舶平均在泊停时下降 18.3%；轨道
桥司机人数大幅度减少，仅有原来
的 30.3%；外集卡滞场时间大幅度
减少，较 2018年缩减至 45.6%。

天津港五洲国际公司场桥实现全自动化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王 有 哲 通
讯员 汤鹭红）7月 17日，记者从厦门
邮轮母港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厦
门国际邮轮母港共接待邮轮 61 艘
次，同比增长近 49%；接待旅客吞吐
量 18.5万人次，同比增长 36%。

7 月 15 日，丽星邮轮“双子星号”
停靠厦门邮轮母港，这是“双子星
号”自今年 5 月 9 日以来在厦门母港
运营的第 17 个艘次，为母港带来了
3500 余人次的旅客吞吐量。今年，
该邮轮预计在厦门运营 70 个艘次，
将创下厦门国际邮轮母港有史以来
最长的邮轮航季记录。

下半年，邮轮母港将建立“智慧
邮轮港”大数据平台，深化“港航旅”
合作。同时，建设包括邮轮物供平
台、邮轮商学院、商业综合体在内的
厦门邮轮产业园，发挥厦门邮轮产业
龙头作用。

据介绍，今年 9 月份，第一艘中
资邮轮“鼓浪屿号”也将开始在厦门
邮轮母港的运作，之后 13 万吨级“辉
煌号”将在厦门开展邮轮运营，助推
厦门邮轮母港迈入“大船时代”。

厦门邮轮母港上半年
旅客吞吐量破18万人次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龙 巍 通
讯员 李志峰）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八所海事局党
委查摆出“船舶安检效率有待进一
步提高”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
7 月 17 日，八所海事局联合中远海
船务有限公司开展了第一期船舶
安全与防污染设备专项培训，促进
执法人员全面了解船舶安全与防
污染设备检查的内容、流程等。

在培训中，八所海事局创新培
训方式，带着问题学、带着问题训，
抛开海事与船员的检查与被检查关
系，打破“一杯茶、一个 PPT，一整
天”的培训模式，首次邀请在船船员
对海事执法人员进行现场理论和实
操培训。海事执法人员还结合船舶
现场检查工作中发现的疑点、难点
问题，同船员一起进行分析讨论，探
索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八所海事创新培训方式
提升船舶安检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