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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为
期3天的2021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简称
“旅博会”）于近日落下帷幕。本届旅博会
以“安全办展”“高质量办展”为原则，围
绕“打造数字文化引领地、文化创意新高
地、文旅融合示范地”和“加快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要求，吸引我
市逾80家文旅企业参展。此次旅博会上，江
门展位通过侨批、非遗等元素集中展示原汁
原味的江门独特侨乡文化，备受好评，一些
特色鲜明的展位更是成为热门打卡点。

文旅企业积极参展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市文广旅体

局精心策划，践行文旅融合发展理念，积极
组织江门文旅企业参加旅博会，帮助文旅企
业拓展业务、打响企业品牌，全方位展示江
门文旅融合、全域旅游发展成果以及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形象，向旅游业
界和国内外观众推介“碉楼、海岛、温泉、
生态、美食、特产”等特色旅游产品。

旅 博 会 首 日 ， 江 门 展 位 从 世 界 文 化 遗
产、滨海度假胜地、温泉养生之乡、生态文
化名城、岭南美食天堂、侨乡人文荟萃等六
大特色和蓬江、江海、新会、鹤山、台山、
开平、恩平等七大地方展台，集中呈现了江
门丰富多彩的文旅魅力。同时，现场还展示

了新会葵艺、海宴冬蓉、镇濠泥鸡、恩州奇
石、罗氏柑普茶、新会陈皮、恩平裹粽、开
平牛耳饼等江门特产、旅游商品、文创产
品。

“江门市文旅资源禀赋优越，要利用好
旅博会平台，做好宣传展示，吸引更多游客
到江门来感受侨乡文化与风情。”市文广旅
体局局长邝积康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
表示。今年，江门展位的内容非常丰富，除
了三区四市的展位外，还增设了古劳水乡微
缩组景留影区、开平侨史VR体验器、文创产
品自助售卖机。

文创产品激活非遗元素、侨元素
“江门展位的非遗产品精致绝伦，我想

带一些纪念品回去送给亲朋好友，以后再和
他 们 一 起 去 江 门 游 玩 ， 亲 身 体 验 非 遗 文
化。”旅博会首日，游客高女士被江门展位
里放置的文创产品自助售卖机吸引，并按照
指示购买了非遗产品。

在开平展台，开平侨史VR体验小游戏融
合视觉和听觉为广大游客呈现了一百年前华
工所处的年代，通过寓教于乐的游戏方式，
逼真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亲历华侨祖辈们
远渡重洋、开挖金矿、托寄银信、碉楼抗匪
等艰辛历程。开平市博物馆馆长李少珍表
示，希望通过这种创新形式，进一步宣扬华

侨文化、碉楼文化，吸引更多游客来到开
平，了解开平的风土人情。

展位中央的一根柱子吸引了许多游客驻
足细看。这是今年全新打造的“侨批柱”，
上面印满了一封封侨批书信，诉说着五邑侨
乡的传奇故事。“一个地区不仅要有秀丽风
景，还要有很多动人的故事，才更能吸引游
客。侨批上的内容很感人，如果有机会，我
想到江门看一看这些侨批的‘真容’。”来
自广西的游客吴女士说。

记者逛展发现，今年江门展位的非遗元
素和侨元素最为突出，整个展位挂满了东艺
宫灯，还设置了一个非遗展柜，系统全面介
绍了江门各种非遗产品。现场还有工作人员
向游客讲解江门的侨乡文化和旅游资源，做
好推介服务。

多形式助推文旅发展
9月12日，罗氏柑普茶摊点前，游客络绎

不绝，热闹的景象吸引了网红主播前来直
播。据悉，当天不少网红主播手持手机、摄
像头等设备来到江门展位逛展，在直播平台
进行线上直播，让无法亲临旅博会现场的市
民、游客们足不出户了解江门文旅。罗氏柑
普茶的推销业务员李慧君高兴地说：“通过
新媒体平台的传播，我们的文旅产品可以提
高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啦！”

华侨城·古劳水乡是第一次参展，为了
更好地推介古劳水乡的文化和旅游资源，特
意布置了古劳水乡微缩组景留影区。

荷花荷叶、水波粼粼、撑船老人，三个
元素呈现出了古劳深厚的水乡特色，精致的
微缩组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在此合影打卡，向
相关工作人员了解古劳水乡的旅游资源。
“我们致力于为所有家庭、青年朋友打造一
个全新的乡趣游玩目的地，希望更多的市
民、游客朋友以及同业者可以通过这个窗口
了解华侨城·古劳水乡。”江门华侨城总经
理宋磊表示。

此外，展位舞台区还给游客带来了古劳
礼赞、经典粤语歌曲弹唱等精彩侨乡特色表
演，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到五邑侨乡的风土
人情。

（文/图 韦雪婷）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江海基层立法
联系点设立1周年之际，昨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江海活动中心和法
治广场正式启用，省人大常委会在此召开全
省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交流会，标志着我省
唯一的“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踏入全新
阵地，江门地方立法工作迎来新的契机。

往回翻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江门获得
地方立法权的第一天开始就贯穿于立法工作
之中，书写出侨乡民主立法的生动实践：6年
9部地方立法让“民智”融入社会治理，310
条意见建议让“民意”直通全国人大……接
地气、察民情、聚民智的开门立法，正成为
江门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活载体和响亮
品牌。

扎根基层
搭上国家立法“直通车”
2015年5月，江门成为全省首批可以开始

行使地方立法权的城市。立什么法，怎么立
法，成为首要探索的问题。

为此，江门市人大常委会精心设计了征
求意见表，通过邮寄方式寄给居住或工作在
江门的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为方便
代表回信，甚至将代表回信要用到的信封、
邮票一并装入信封。两天时间，400多封信全
部寄出，后来又悉数收回。

一来一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在江
门播种生根。

为让广大基层群众真正参与到立法工作
中来，当年11月，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市设立
了1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

在这些开门立法的最前线，民意通过百

姓论坛、上门走访、问卷调查、网络征集等
多元形式广泛地收集；借力全市五级共559个
人大代表联络站及司法机关、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等，让各
行各业的专业意见建议“直通”立法机关，
形成“全市一盘棋”的立体化立法联系格
局。

“各显神通”的联系点中，江海区基层
立法联系点工作起步快、热情高、投入大、
亮点多，很快成为立法工作与人民群众“鱼
水相亲”的桥梁。去年8月，江海区基层立法
联系点被正式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基层立法联系点，翻开了江门立法的崭新一
页。

触角延伸
巩固壮大立法联系网络
“我见证了全国人大重视和采纳群众的

意见，这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啊！”退休
工人麦棠是江海区基层立法联系点首批立法
意见义务收集员之一，从市级、省级联系点
到“国字号”联系点的6年多时间里，他几乎
见证了每一次的立法意见征询。

在省、市人大常委会的经常性指导下，
近年来，江海区基层立法联系点结合其扎根
基层、面向群众的优势，创新建立了立法意
见义务征集模式，聘请包括麦棠在内的一批
热心社会服务、素质较高、在社区有一定影
响力的人大代表、行业代表、社区志愿者作
为义务收集员。同时，在江海区各部门、街
道及条件较成熟的村（居）委会、商会、行
业协会中设立55个立法联系单位。为突出立
法“侨”味，更好地收集涉侨意见，今年联

系点又将市侨商总会、江海区“侨梦苑”纳
入立法联系单位，将立法信息采集触角进一
步延伸。

截至8月，江海区基层立法联系点共完成
28部法律法规草案的意见建议征集，上报310
条意见建议，25条被采纳，得到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迅速
行动”的评价。以江海区基层立法联系点和
联络单位为标杆，全市各基层立法联系点和
联络站紧扣自身特色，充分调动区域资源，
搭建制度架构，不断开创江门立法民主化的
诸多先行样本和特色模式。

今年8月，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再度新增1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并新设7个基层立法联系
点联络站，持续推广运用好经验成果，巩
固、壮大、延伸立法联系网络，推动人大立
法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良法善治
全方位展现人民民主
今年5月，《江门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出台，有关文明养犬等相关规定落地，江翠
社区居民刘先媛不禁感叹：“大家都参与了
这次民主立法的全过程，对立法没有隔阂
了。”

原来，依托立法联系点，包括她在内的
许多社区居民不仅在该条例征集意见阶段积
极发声，还率先参与到条例实施后的专项监
督中。昔日高大上的立法工作走入了寻常百
姓家，法律法规紧贴群众身边事，让老百姓
更加重视通过法治思维和共同协商解决实际
问题。

小小的基层立法联系点，背后折射出的

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大气象。
“联系点不仅是立法意见的收集点，也

是民主立法的运行点和法律法规的普及点、
实施情况的监督点。”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
志表示，紧扣基层立法联系点“基层”“联
系”的特点，我市不仅通过联系点在立项、
起草、审议、调研、论证、听证、立法后评
估等立法各个环节更多听取各方意见，还注
重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功能，把深入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法治宣
传教育、人大代表参与立法、创新基层社会
治理等融入联系点建设中。

如今，江门基层立法联系点功能不断扩
展，不仅是基层的“民意直通车”，更是全
市人民全过程参与国家法治建设、向社会全
方位展现人民民主的重要阵地。

在制定《江门市新会陈皮保护条例》过
程中，市人大常委会赴各基层立法联系点开
展调研座谈40余次，征求370多位市人大代表
意见，与100多位新会柑种植户座谈，收集意
见逾200条；为做好《江门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审议工作，联系点联动代表联络站，在
榕树下、小广场、池塘边开展议事活动，广
泛听取群众意见，将市民反映集中的“十大
不文明行为”作为规制对象。

结合江门毗邻港澳的区位特点，各联系
点持续加大《反分裂国家法》等法律法规宣
传；民法典颁布后，联系点共组织民法典等
学习60场，超过3700人参加……如同参天大
树，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深深扎根侨乡基层立
法联系点的肥沃土壤中，枝繁叶茂、开花结
果。(梁佳欣 杨小燕)

五邑鄉情 31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星期四（農曆八月二十四）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泉州市将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16.5万亩，新立项面积16.5万亩。

泉州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基
础平台作用，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与产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统筹规
划相衔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图为晋江九十九溪流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已渐成规模 。（许雅玲 饶东斌 张九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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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广东第二批
省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和第三
批省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认定
名单。我市新增3个专业镇和27个专业村。
目前，我市共有专业镇7个，专业村63个。

我市入选的专业镇为：台山市汶村镇
（水产养殖）、开平市金鸡镇（肉鸡）、恩
平市良西镇（特色薯类）。

我市入选的专业村为：蓬江区杜阮镇上
巷村（杜阮凉瓜）；江海区礼乐街道向民村
（葡萄）；新会区会城街道天禄村（新会陈
皮），新会区司前镇兴篁村（优质稻），新
会区大鳌镇东风村（南美白对虾）、大鳌村
（蔬菜）和新联村（南美白对虾），新会区
沙堆镇大环村（水产养殖）；台山市台城街
道水南村（优质稻）、台山市四九镇下坪村
（优质稻）、台山市斗山镇浮石村（火龙
果）、台山市汶村镇汶村村（优质稻）、台
山市海宴镇三兴村（莲藕）、台山市深井镇
小江村（生蚝）、台山市端芬镇西廓村（肉
鸡 ） 、 台 山 市 赤 溪 镇 北 门 村 （ 南 美 白 对
虾）、台山市广海镇团村（优质稻）；开平
市百合镇马降龙村（沃柑）；鹤山市双合镇
侨茶管理区（茶叶）、鹤山市古劳镇连北村
（ 桂 花 鱼 ） 、 鹤 山 市 龙 口 镇 三 洞 村 （ 花
卉）；恩平市大田镇上南村（茶叶），恩平
市沙湖镇关村（丝苗米）和南闸村（基龙恩
州鸡），恩平市良西镇那湾村（柑橘）、鹤
坪村（马铃薯）和龙山村（马铃薯）。

（毕松杰） 

            

          

 

       

         

2021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我市特色展位成热门打卡点           新一轮省级“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专业村、镇名单公布

我市新增3个专业镇
和27个专业村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江门实践

小站点汇聚民主立法大气象 

 (江门市宣传部供稿)

“江门元素”惊艳旅博会

江门馆以“中国侨都 诗邑江门”为展位主题。

游客沉浸式体验开平侨史VR小游戏。游客在研究文创产品自助售卖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