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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十佳最美渔港”评选出炉
广州莲花山渔港、阳江闸坡渔港、惠州巽寮渔港等榜上有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 记者
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去年 11 月
启动的在线投票评选
“
广东十佳最美渔
港”活动结果出来了。广州莲花山渔港、
阳江闸坡渔港和茂名博贺渔港等 10 家
渔港成功入榜。

根据广东庆祝
“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活动关于
“
十佳最美”系列评选表彰
活动的工作安排，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
广东十佳最美渔港”
在 2018 年开展了
评选活动。 2018 年 11 月，
“
广东十佳最
美渔港”开始在
“
广东农业”微信公众号

上进行网络投票，16 家入围渔港接受
网友投票。活动期间，共有 16 万多人点
开这条推文，9 万多人参加投票。
经各地自愿推荐、网络投票、专家
评审、工作组评审、结果公示等环节，最
终评选出
“
广东十佳最美渔港”。

广州莲花山渔港毗邻国家 4A 级景区“莲花山旅游区”和“羊城新八景”之一“莲峰观海”。 信息时报记者 叶 伟报 摄

——
—号称
“
广东鱼仓”

—远洋捕鱼
——
鱼类繁多

闸坡渔港是
“
全国文明渔港”之一，
港区功能齐全，管理有序，布局科学，干
净整洁。
渔港所在海陵岛渔业资源丰富，素
有“广东鱼仓”之称。 渔港带动当地渔
业、临海工业、滨海旅游及休闲渔业发
展， 成为海陵岛滨海旅游观光点及休
闲渔业基地。

云澳渔港毗邻南海渔场， 捕渔区
近，邻近渔场渔业资源丰富，鱼类繁多，
本港渔船积极参加远洋渔业生产。 渔
港建设与滨海旅游业建设有机结合，带
动休闲旅游经济的全面发展。

东平渔港东、北、西三面环山，山色
葱郁，港区与东平镇区相连，北面、西面
分别有渔港长廊及鸳鸯路围绕，夜景灯
火璀璨，海风清幽，是散步、休闲、观光
胜地。
渔港所在的东平镇是渔业重镇，盛
产海鲜，是省海钓基地。 渔港周边有飞
鹅岭森林公园，以及大小葛洲岛，岛上
绿植遍布，生态环境优美。

珠海万山渔港

惠州巽寮渔港

阳江闸坡渔港

茂名博贺渔港
——
—千年历史避风港
博贺渔港是拥有千年历史的避风
良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 渔港面
积、码头长度、渔船数量、单船马力、渔
业产量、渔业生产总值、卸港量等七项
重要指标位居全省前位， 先后荣获广
东省最大渔港、全国十大渔港之一、国
家一级群众性渔港、广东省文明渔港、
国家二级口岸和广东对台贸易点等称
号。
博贺港湾水质优良，防风林带四季
常绿，滨海自然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旅
游资源极其丰富。 博贺港无大的河流
注入，泥沙来源少，泥沙淤积小。
由于博贺渔港地理位置优越， 水
域宽阔， 渔业配套基础设施较齐全 ，
吸引了周边渔港包括广东、 广西、 海
南乃至越南等地区的渔船前来装卸、
靠泊、 避风、 补给、 交易等， 一年一
度的开渔节更是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
的游客。

汕头云澳渔港

—妈祖祭典极具特色
——

—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

万山渔港是兼顾传统渔业与旅游
观光为一体的海岛型休闲风情港。 近
年来， 大力发展休闲垂钓、 旅游观光、
“
渔家乐” 为主的休闲渔业。 依托万山
渔港，2017 年万山镇获评省级休闲渔
业示范镇荣誉。
渔港拥有万山群岛历史最悠久、规
模最大，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妈祖祭典
活动。

巽寮渔港地理环境优越， 水清沙
白，环境优美，紧邻国家级 4A 景区巽
寮滨海旅游度假区，广受周边城市民众
青睐，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是名副其
实的休闲渔港。
当地渔村村民依托巽寮渔港，结合
当地特有的民风民俗，发展海上观光旅
游、渔家乐、休闲渔业等产业。

汕头海门渔港
汕尾渔港
—汕尾渔歌闻名全国
——
汕尾渔港地理位置优越，是天然的
避风良港，是首批
“
全国文明渔港”。 该
港水产品产量占全市水产品产量的 1/
5， 对汕尾市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渔港水域面积宽阔， 自然风貌独
特，近岸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海上沙舌、
观澜广场、人工沙滩等景观吸引众多游
客观光旅游。
汕尾渔港历史悠久，汕尾海洋文化
源远流长，尤其是汕尾渔歌闻名全国。

广州莲花山渔港
——
—毗邻莲花山景区

阳江东平渔港
——
—三面环山，海钓基地

莲花山渔港位于狮子洋水道，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港区水深良好，自
风生成浪较少，是天然避风良港。
渔港周边拥有国 家 4A 级 旅 游 区
“莲花山旅游区”、“羊城新八景” 之一
“
莲峰观海”、海鸥岛旅游区等。

—潮汕风情渔港小镇
——

东平渔港是
“
全国文明渔港”之一，
是广东省粤西地区重要的渔港之一，是
具备避风补给、生产休整、加工、贸易流
通、渔货交易以及休闲旅游等功能的优
良港口。

海门渔港整洁干净， 管理有序，港
容、港貌良好，是
“
全国文明渔港”之一。
渔港与国家帆板训练场、晴波塔文
物等观光项目相得益彰， 周边有国家
4A 级莲花峰风景区。 目前，海门镇以渔
港为依托，突出海门的渔业产业、旅游
资源及文化特色，致力于打造潮汕风情
渔港小镇。

湛江乌石渔港
—北部湾渔船避风基地
——
乌石渔港产业繁荣兴旺、环境整洁
优美、渔民安居乐业。目前，港内水产品
交易、供冰、供油、供水、冷冻、渔船修
造、机械维修、网具供应、渔需生活物资
供应及娱乐消费等服务一应俱全，是在
北部湾渔场作业的各地渔船渔货交易、
物资补给、休整及避风的基地。
碧海蓝天、椰风海韵、落日晚霞、归
帆点点构成渔港一幅美丽的图画。

国税总局取消15项税务证明

购置新能源车
申办税收减免
这项证明免了
据 新 华 社 电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
务总局了解到， 继 2018 年底取消 20
项税务证明事项后， 国家税务总局日
前再公布取消 15 项主要涉及税收优
惠办理的税务证明事项。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说， 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
落地生根是 2019 年税收工作的主题，
再取消一批税务证明事项是推进减税
降费简明易行好操作的重要措施。
据了解， 此次公布取消的 15 项
税务证明事项， 有 5 项属于原本需纳
税人专门通过第三方取得的证明， 如
办理减免车船税时， 需提供有关部门
出具的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纳税困难
证明； 办理资源税免予扣缴税款时，
需提供从销售方取得的资源税管理证
明等。 其余 10 项是纳税人原本需提
供的自有法定证照等资料， 如办理免
征车船税时， 需提供的车船产权证；
办理退役士兵自主就业相关税收减免
时， 需提供的退出现役证等。
此次取消的 15 项税务证明事项
不仅为企业减负， 而且还与人民群众
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减轻了自然人纳
税人的办税负担。 如取消办理房产继
承免征个人所得税相关公证证明， 取
消残疾人、 新能源车辆购置人办理有
关税收减免时需提供的身份证明等。
“
此次公布取消 15 项税务证明事
项， 可有效为纳税人办理减、 免、 退
税等相关事项增添便利， 推进减税降
费实打实、 硬碰硬落地。” 这位负责
人说。

广东持证社工8.2万人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黄 艳 通 讯 员
叶 金 鑫 ） 昨日，广东省第八届
“岭南社

工宣传周” 启动仪式暨社工服务展示
会在广州举行。据了解，目前广东持证
社工共 8.2 万人， 年投入政府购买社
工服务资金 17 亿元，培育发展社工服
务机构 1486 家，继续领跑全国。 社会
工作服务覆盖了老年人、青少年、残障
康复、社会救助、扶贫济困、禁毒帮教、
社区矫正等多个领域。
广东省民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卓
志强介绍， 今年广东省将实施第二批
“
双百计划”， 将覆盖范围从粤东西北
扩大到全 省 所 有地 市 ， 增 设不 少 于
1000 个社会工作岗位，和省直有关部
门一起推动 全 省 社会 工 作 高质 量 发
展。
“双百计划” 由广东省民政厅主
办，计划从 2017 年至 2021 年，在粤东
西北地区和惠州市、肇庆市、江门市台
山、开平、恩平等地建设运营 200 个镇
（街）社工服务站，开发近 1000 个专业
社会工作岗位， 孵化 200 个志愿服务
组织，培育 10000 名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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