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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推进
鹤地水库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
本报讯渊记者林梅英冤近日袁湛
江市副市长尧 公安局长黄勇武率队
到雷州青年运河管理局调研袁 要求
深入推进非法采砂打击整治工作遥
雷州青年运河管理局局长黄圣袁我
市市委副书记尧政法委书记陈典聪袁
市委常委木声隆袁副市长尧公安局长
江浩明等陪同遥
黄勇武指出袁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袁 鹤地水库是湛江的重要水
源地袁是湛江人民的野大水缸冶袁要铁
手腕抓综合整治袁 确保鹤地水库饮
水和河堤安全遥 各相关职能部门尧基
层乡镇主要领导袁务必从讲政治尧顾
大局的角度考虑问题袁端正思想袁把
这项工作作为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
间的中心工作来抓袁 确保按时按质
按量完成整治任务遥
黄勇武强调三点遥 一要提高认
识袁端正态度遥 各级各相关部门在开
展治理工作中袁要主动作为袁明确责
任袁警钟长鸣袁敢于担当袁同心协力遥
二要攻坚克难袁扎实推进遥 杜绝非法
采砂行为袁必须从根本入手尧从基层
入手袁层层压实水库周边镇尧村的监
管责任袁压实水务尧国土尧运河管理
局等职能部门责任袁 做到第一时间
发现尧 第一时间介入尧 第一时间执
法遥 三要加强宣传袁让老百姓知道党
委尧 政府全力整治鹤地水库非法采
砂的态度与决心袁 把确保水库饮水
安全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袁 为鹤
地水库治理营造良好工作环境袁确
保饮用水源水质安全遥
陈典聪表示袁 我市各级各部门
务必按照湛江市的部署袁提高认识袁
采取更加有力的整治措施袁 齐抓共
管袁通力合作袁持之以恒袁以高度负
责的态度袁 全力以赴推进鹤地水库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遥
据悉袁今年野1.9冶和野3.28冶两次
大行动袁 成功打掉两个非法采砂团
伙和野保护伞冶袁极大地震慑了采砂
不法分子遥 5 月份以来袁执法人员到
化州交界水域开展打击非法采砂行
为袁 依法捣毁非法采砂船 60 多艘
(次)袁目前袁非法采砂得到有效控制遥

服务市委中心工作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佛山市顺德区领导率队到我市调研家电产业对接工作

搭建 平台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冤近日袁佛
山市顺德区委常委潘东生率领有
关部门领导和企业家到我市调研
家电产业对接工作袁 促进顺德尧廉
江两地家电产业实现共赢遥 我市市
委副书记尧市长吴群忠以及相关部
门负责人陪同遥
潘东生一行首先到位于佛山
顺德渊廉江冤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广
东龙力电器公司尧广东华强电器公
司尧 广东龙健高新科技产业园考
察袁详细了解我市家电产业发展及
园区建设情况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袁潘东
生指出袁顺德尧廉江两地渊源深厚袁
特别是佛山顺德渊廉江冤产业转移
工业园更是将两地紧紧地联系在
一起遥 近年来袁廉江在推动小家电
产业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袁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袁 产业集聚力强尧特
色鲜明尧产业链配套完善遥 顺德是
家电产业之都袁在家电行业有先走
一步的优势袁希望双方在过去良好
的合作基础上袁进一步推动交流合
作袁搭建好对接平台遥 顺德家电商
会要发挥凝聚力尧影响力袁服务好
两地企业的交流对接曰要以开放的

实 现共 赢
转移力度尧 高新技术的传送力度尧
先进管理经验的传授力度尧品牌合
作的开拓力度袁争取产业合作方面
有更大的突破袁共筑两地经济发展
新的希望遥
据了解袁近年来袁我市积极加
强与顺德的对接袁努力构建小家电
产业基地袁 拓展产业平台空间袁将
佛山顺德渊廉江冤产业转移工业园
区域范围拓展到金山工业集中区尧
沙塘工业集中区遥 产业园扩园已得
到省批复袁 扩园面积达 55 平方公
里袁打造以佛山顺德渊廉江冤产业转
移工业园为主的小家电制造业基
地遥 目前袁我市小家电生产制造企
业已发展到 600 多家袁其中电饭锅
生产企业 220 多家袁电水壶生产企
业 90 多家曰 产品逐渐从单一的电
饭锅向电饭锅尧电热水壶尧电冰箱尧
电磁炉尧高端音响尧电子烟等多品
种转变遥 2016 年袁我市小家电产业
产值 267.66 亿元袁占全市工业总产
值的 33.93%遥

心态对待招商新常态袁积极推动产
业转移和对接袁使两地在家电产业
发展上实现合作共赢遥
吴群忠感谢顺德为我市家电

产业发展和扶贫工作提供的帮助袁
认为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结下了兄
弟般的情谊袁并希望两地建立常态
化的交流合作机制袁 互通信息尧共

享信息袁精准对接遥 他要求我市认
真学习顺德的发展经验袁在推动家
电产业发展上少走弯路袁并希望顺
德进一步加大对廉江家电产业的

共建美好幸福家园

要致全体市民的一封公开信
要要
亲爱的市民朋友院
文明城市你我共建袁 和谐生
活你我共享遥 最近袁市委尧市政府
顺应民意袁 确定了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战略目标袁致力营造文明尧
卫生尧舒适尧宜居的生活环境遥
广大市民作为城市的主人袁
不但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袁 而且
是城市文明的践行者袁 更应是文
明创建的先行者遥为此袁向广大市
民发出如下倡议院
铸魂育德袁 争当文明理念的
传播者遥 我们要主动承担起传播

文明的使命袁 推动文明创建工作
家喻户晓袁深入人心遥 要倡导健康
的生活方式袁 引导身边人以实际
行动支持尧参与文明创建袁推动文
明理念进机关尧进学校尧进社区尧
进企业尧进家庭袁让文明新风吹遍
每个角落遥
遵章守纪袁 争当文明行为的
践行者遥 我们要从现在做起袁从身
边小事做起袁争当文明使者遥 守秩
序袁不乱穿马路尧不闯红灯尧不乱
停乱放袁 不乱摆乱卖袁 不私搭乱
建袁不损毁公物袁共建有序之城曰

讲卫生袁 不乱写乱涂尧 不乱丢乱
吐袁落实野门前三包冶责任袁共建卫
生之城曰重信用袁言行一致尧依法
经营尧公平竞争袁以诚实守信为立
身之本袁共建诚信之城遥
身体力行袁 争当文明创建的
先行者遥 我们要用文明规章袁约束
自己的言行举止袁做到文明经营袁
文明驾驶袁文明出游袁文明上网袁
文明就餐袁力做爱岗敬业的表率袁
争做文明人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袁
激起更多人的文明意识和责任意
识遥

亲爱的市民朋友袁 廉江需要
人人文明袁人人需要廉江文明遥 我
们的每一分努力袁 都会让我们的
城市更加文明曰 我们的每一分辛
劳袁都会为我们的城市增色添彩遥
让我们携手并肩袁弘扬真善美袁传
播正能量袁共出一份力袁共尽一份
责袁 让文明成为我们城市的一道
美丽风景袁一张闪亮名片浴
廉江市文明办
廉江市创文办
2017 年 4 月

罗州街道新中社区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
廉江市劳福茂茶业有限公司

地址：廉江市塘山路 103 号

本报讯渊通讯员黄弘冤近日袁
罗州街道新中社区掀起了新一轮
野共建文明橙乡干群齐动手冶环境
卫生大整治的活动热潮遥
新中社区督促尧 协助卫生包

干地段责任单位开展环境卫生大
扫除遥 工作人员和群众充分发扬
了不怕脏尧 不怕苦尧 不怕累的精
神袁分工合作袁利用扫帚尧铁锹袁甚
至双手袁 将垃圾一点点地清理出

来袁彻底清除每一个卫生死角遥 当
天共清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10 多吨遥 这次行动取得了较好的
整治效果袁 社区的环境卫生焕然
一新袁得到了社区居民的好评遥

社区居民还纷纷表示袁 环境
整治靠的是自觉和保持袁 今后一
定会积极配合尧参与袁保持好社区
环境卫生袁 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电话：6673106

揭英隆

摄

纵深推进“放管
服”改革

阴文明橙乡 齐建共享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图为潘东生一行在听取介绍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冤6 月 13
日袁 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遥 我
市市委常委尧常务副市长陈瑞群袁市
委常委木声隆袁副市长尧公安局长江
浩明袁副市长张洋袁以及相关部门领
导在廉江分会场收看收听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野放管服冶 改革是一
个系统的整体袁 既要进一步做好简
政放权的野减法冶袁打造权力瘦身的
野紧身衣冶袁又要善于加强监管的野加
法冶和优化服务的野乘法冶袁啃政府职
能转变的野硬骨头冶袁真正做到审批
更简尧监管更强尧服务更优遥 会议强
调袁做好今年的野放管服冶改革袁重点
是做到五个方面袁 即是为促进就业
创业降门槛尧 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
担尧为激发有效投资拓空间尧为公平
营商创条件尧 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
利遥 各地区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
和行动自觉袁增强改革韧劲袁主动倾
听市场主体和群众呼声袁敢为人先尧
勇于实践尧积极探索袁以更有力的举
措袁不断把野放管服冶改革推向纵深袁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遥

廉江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2017 年招生

该校学生参加全国护理执业考试通过率达 72%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22%
2015 年获得湛江市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袁2015 年尧2017 年均获广东省护理技能竞赛团体三等奖
廉江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是一
所公办职业技术学校袁 办学至今有
30 多年袁是廉江市人民医院科教研
基地和广东医科大学尧 肇庆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点遥
学校校园学习尧生活环境舒适袁
实行多媒体教学袁 有完善的医学实
验室和实训室袁 有强大的实习基
地要要
要廉江市人民医院遥
近几年来袁 学校在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和人民医院的管理下袁
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遥 教学质量
不断提高曰 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不断
提高曰 毕业生就业率达 97%渊其中
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冤曰
近两年该校学生参加全国护理执业
考试通过率达 72%袁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出 22%曰2014 年成功举办湛江
市护理技能竞赛曰2015 年获得湛江
市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袁2015
年尧2017 年均获得广东省护理技能
竞赛团体三等奖遥

招生计划
招生
代码
8800435
廉江市
卫生职
业技术
学校

专业名称 招生
招生 学习 招生
学制
及代码 人数
类别 形式 范围
护理
渊100100冤

300

药剂
渊101100冤

150

三
年

中
专

全
日
制

全
国

农村医学 100
渊100300冤
助产士
渊100200冤

相关政策

中专计划
招生
对象

收费标准

应 届 尧历 届 初
中尧高 中 毕业
生袁初中分 流
生或相当学
历的社会青
年遥

1尧农村渊含县 镇冤户 籍学 生和城市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渊符合国家免学
费条件冤免收学费遥
2尧住宿费院500 元/年遥
3尧实验费院200 元/年遥
4尧教材费院900 元/三年袁一次性交遥

50

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尧专科计划
招生
代码
13810
肇庆
医专

10571
广东
医科
大学

专业名称 招生
招生 学习 招生
学制
及代码 人数
类别 形式 范围
临床医学

100

护理

200

药学

100

临床医学

100

护理学

100

药学

100

手机院18934229390

三
年

三
年

专
科

本
科

业
余

全
省

业
余

全
省

招生
对象

考试科目 收费标准

具有 国 家 承 认的 高 中
学历或医学中专学历袁
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袁经
广 东 省 招 生 办批 准 并
被录取的考生遥

具 有 国 家承 认 的 医 学
专科学历袁参加 全国成
人高考袁经广东省招生
办 批 准 并 被 录取 的 考
生遥

英语
语文
数学
渊理科类冤
英语
政治
医学综合
渊医学类冤
英语
政治
高数渊二冤
渊经管类冤

2990 元/
学年袁教
材费 500
元/学年遥

3510 元/
学年袁教
材 费 另
计遥

1尧凡报读中专的学生袁农村渊含县镇冤
户籍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渊符合
国家免学费条件冤免收学费遥
2尧 凡报读中专及成人高等教育的本尧
专科学生袁完成教学计划全部课程尧考试合
格后袁分别由该校和相关院渊校冤颁发野中
专尧专科尧本科冶毕业证书袁国家承认学历遥
3尧凡取得中专毕业证书的学生均可参
加相关专业的助理执业资格考试遥
4尧农村医学专业的学生均有资格享受
国家助学金补贴 4000 元/两年遥
5尧 学习成绩优秀学生可获得相应奖学
金遥

就业形势

1尧就业率高遥 本校毕业生历年就业率
达 97%袁其中护理专业就业率达 100%遥 就
业区域分布于全省各地袁多数分布于粤西尧
珠三角发达地区袁月薪 3000耀5000 元袁福利
待遇好遥
2尧学校每年都输送一大批优秀毕业生
到廉江市人民医院及基层医疗单位就业遥

招生办公室电话院0759-662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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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

1尧报读中专
即日起接受报名袁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尧
户口簿尧中学渊初中尧高中冤毕业证书及其复
印件袁 到本校招生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或
填报中考报考志愿即可遥
2尧报读专科尧本科学历
报名时间院每年 7~8 月份报名袁报考专
科的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尧 医学中专毕业证
书原件及复印件渊一式两份冤报名曰报考专
科起点本科的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尧 医学专
科毕业证书和 叶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
告书曳及复印件渊一式两份冤报名曰考生须参
加当年 10 月份全国统一成人高考入学考
试袁经广东省招生办批准并录取入学遥
3尧报名地点及联系方式

廉江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招
生办公室 渊廉江市人民大道西
164 号冤

6891386 伍老师
广 告 部 电 话 院远远圆圆缘愿愿

传 真 院 远远圆园圆愿圆

许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