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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市委中心工作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湛江市人大调
研组到我市调
研上半年经济
运行情况

省人大调研组到我市调研安铺骑楼建筑情况

让骑楼文化在传承中发扬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冤7 月 14
日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小川带
队到我市调研安铺骑楼建筑情况遥
陈小川强调袁要扛起担当尧找准定
位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袁在文物修
缮时尽可能保留原本的历史文化
风貌遥 同时袁改造和利用好安铺骑
楼袁使安铺骑楼文化融入现代化社
会并体现其价值袁让文化在传承中
得到发扬遥
湛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尧湛
江市总工会主席朱华雄袁我市市委
副书记尧市长吴群忠袁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尧主任李世东袁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温剑明袁副市长林家
春以及湛尧廉两级相关部门的负责
人陪同遥
陈小川一行走进安铺各骑楼
街道袁仔细端详每一栋骑楼的建筑
风格和特色遥 风雨沧桑袁历经岁月
的蹉跎与洗礼袁不少骑楼难抵漫长
岁月的侵蚀袁 但肌理结构依旧清
晰袁骑楼建筑保护完好袁依稀可见
当年的辉煌和气派遥 陈小川不时与
相关人员进行交流袁详细了解安铺
骑楼的建筑风貌尧历史价值尧文化
积淀以及当地保护措施与开发工
作等情况袁讨论研究在骑楼修缮中
如何尽可能保持原貌尧如何充分利
用好古建筑遥
陈小川对安铺镇在历史文化
古迹古建筑保护尧开发和建设历史
文化名镇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
肯定遥 她指出袁安铺镇拥有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存袁 人文底蕴厚重袁骑
楼文化街道较为完整袁是目前保存
较为完好的岭南特色建筑袁真实地
体现了安铺的古镇风味和历史风
貌袁 承载着几代安铺人的记忆袁是

我市部署新一
轮森林资源二
类调查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冤7 月 13
日袁 我市召开新一轮森林资源二类
调查工作动员会遥
对如何开展新一轮森林资源二
类调查工作袁林家春要求袁一是要提
高认识袁统一思想袁切实增强开展新
一轮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工作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遥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
充分认识新一轮资源二类调查工作
的重要性袁组织森林资源清查袁建立
档案制度袁掌握资源变化情况遥 二是
要加强组织领导袁明确职责遥 要强化
各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袁 把本次森林
资源二类调查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遥 三是要严控质量袁全面加速
推进遥 在工作开展过程中袁必须坚持
质量进度两手抓两不误袁 将质量管
理贯穿于本次调查工作的始终遥 四
是要做好安全生产和保密工作遥 严
格落实各项安全制度尧措施袁确保工
作人员的安全曰要总结经验袁正视不
足袁 用调查成果推动我市林业实现
科学发展尧和谐发展尧飞跃发展遥
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
设计院副处长桂来庭代表项目承担
部门发言袁 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
查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洪加凤解
读 叶广东省廉江市森林资源规划设
计调查工作方案曳遥

图为陈小川一行参观铺骑楼建筑 李文静 摄
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和记住乡愁
的载体袁 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
值袁对拉动该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也具有积极意义遥
陈小川要求袁在修缮历史文物
的过程中袁一定要严格把关袁无论
是材料的选取尧工艺标准尧修缮要
求都要精益求精袁坚持修旧如旧的

原则袁 妥善做好保护修缮措施袁尽
可能保留古镇的历史文化风貌曰要
充分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价
值袁做好古建筑野活化冶文章袁要加
强宣传袁 发展好文化旅游产业袁打
响富有特色的旅游品牌曰要分段进
行保护开发利用袁 突出科学性尧规
范性袁 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袁

提高建设和管理水平袁形成安铺骑
楼保护开发的良性循环袁努力实现
其多重价值曰要提升骑楼街周边的
环境卫生水平袁充分调动群众积极
性袁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古骑楼保
护的良好氛围袁真正把安铺骑楼建
筑传承好尧管护好遥
随后袁陈小川一行还参观了安

铺文化广场等地遥
据了解袁 安铺骑楼面积约
14400 平方米袁大多建于清末民初袁
整合西洋风情和岭南特色袁数量多
且建筑旧貌保存较为完整袁是目前
粤西城镇中保存连片最大尧且体现
河海文化的骑楼群袁已成为该镇一
张独特的城镇文化名片遥

我 市 召 开 镇（ 街 道 ）妇 联 换 届 及 村
（社 区）妇 代 会 改 建 妇 联 工 作 动 员 会
本报讯渊记者林梅英冤7 月 14
日上午袁我市召开镇渊街道冤妇联
换届及村渊社区冤妇代会改建妇联
工作动员大会袁 贯彻落实上级有
关工作会议精神袁 安排部署我市
镇渊街道冤妇联换届及村渊社区冤妇
代会改建村妇联工作遥
市委副书记尧 政法委书记陈
典聪袁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关维
荣以及市委组织部尧市妇联尧市民
政局和镇渊街道冤妇联换届村渊社
区冤 改联领导小组成员袁 各镇委
渊街道工委冤书记尧组织委员尧组织

办主任尧分管民政工作的领导尧社
会事务办主任尧 妇联主席等 130
多人参加会议遥
对如何做好这次镇渊街道冤妇
联换届及村渊社区冤妇代会改建妇
联工作袁陈典聪要求袁一要提高认
识袁深刻领会开展镇渊街道冤妇联
换届及村渊社区冤妇代会改建妇联
工作的重要意义遥二要团结协作袁
切实加强镇渊街道冤妇联换届及村
渊社区冤妇代会改建妇联工作的组
织领导遥 三要精心部署袁 确保镇
渊街道冤妇联换届及村渊社区冤妇代

会改建妇联工作有序尧合法完成遥
陈典聪强调袁做好镇渊街道冤
妇联换届及村渊社区冤妇代会改建
妇联工作袁意义重大袁任务繁重袁
使命光荣袁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袁
严谨务实的作风袁群策群力袁全力
以赴完成此次换届尧改建任务袁为
把我市建设成为环北部湾县域中
心城市提供有力的基层组织保
证遥
关维荣主持会议袁 并要求各
级各部门要迅速行动袁互相配合袁
分工抓好落实曰要加强领导袁确保

按时尧按质袁严要求尧高标准地完
成这次镇渊街冤妇联换届及村渊社
区冤妇代会改建村妇联工作任务遥
市妇联主席 苏彩莲部署 镇
渊街道冤妇联换届及村渊社区冤妇代
会改建村妇联工作遥
会议还印发了 叶关于做好县
渊市尧区冤尧乡镇渊街道冤妇联换届及
村渊社区冤妇代会改建妇联工作的
通知曳等文件遥

湛江市教育调研组到我市调研民办学校发展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冤近日袁
湛江市政府副秘书长林小伟袁湛
江市教育局局长李更盛率领教育
调研组到我市调研民办学校发展
状况袁我市副市长崔军袁市政协副
主席尧 教育局长廖忠武等领导陪
同遥
林小伟一行先到广东文理职
业学院察看该学院的校园建设尧
实验室设施设备等情况袁 该学院
有关领导汇报了学院建设发展状
况遥 随后到市实验学校察看校园

建设情况袁 并在市实验学校召开
座谈会遥
在听取了市实验学校有关高
考尧中考等情况汇报后袁林小伟肯
定了我市民办学校对教育事业做
出的积极贡献袁 对我市实验学校
在今年高考尧 中考中取得辉煌成
绩表示热烈祝贺遥他说袁廉江市实
验学校今年高考尧 中考成绩令人
振奋袁 特别是该校抓教学尧 抓德
育尧抓管理尧抓公关袁办出了特色尧
办出了水平袁一年上一台阶袁成为

民办学校的领头羊袁 市实验学校
的经验值得思考尧值得总结遥 不但
学校要总结袁湛尧廉两级教育部门
也要总结袁 在全湛江市推广该校
的经验袁让效果扩展袁让更多学校
分享该校的成功经验曰 也可以成
立民办学校名校长工作室尧 名教
师工作室袁发挥名校长尧名师的带
头作用袁 让更多教师到该校跟班
学习遥 他也希望该校在成绩中寻
找不足袁与省内尧国内其它名校对
标袁使学校的管理更加规范化袁逐

步提升自己袁 让学校成为粤西名
校袁乃至全国名校袁这样不但人人
向往袁 而且能够提升廉江名气和
美誉度遥 同时有关职能部门帮助
民办学校排忧解难袁 让民办学校
更好更快的发展遥
李更盛尧 廖忠武分别对该校
高考尧 中考取得优异成绩表示祝
贺遥
市实验学校校长郑春汇报了
该校今年高考尧 中考和学校日常
教学管理工作等情况遥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冤7 月 13
日袁 湛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忠
芳率领调研组到我市调研重点项
目袁 走访重点企业袁 实地了解我市
2017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遥 我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尧主任李世东袁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培栋等领导
陪同遥
刘忠芳一行先后深入我市碧桂
园尧威多福尧丰诚水泥尧龙健电子等
企业袁与企业代表交谈袁详细了解企
业的生产运营情况以及在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等袁为我市经济发展尧社会
民生把脉开方遥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袁
我市副市长黄生向调研组汇报了我
市 2017 年上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
情况遥 我市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在会上积极发言尧各抒己见袁就经济
发展尧 社会民生等方面问题与调研
组进行讨论遥
在实地调研和听取情况汇 报
后袁 调研组充分肯定我市的各项工
作袁认为我市工作有着力点和亮点袁
坚持规划领先袁坚定工业立市袁服务
实体经济的发展思路袁 财政收入平
稳袁 计划有条理袁 重点项目推进扎
实袁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良好遥
希望我市在下一步工作中袁 要继续
坚持野三大抓手冶袁以城市品牌建设
为导向袁 全面实现科技创新倍增计
划曰要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袁在确
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调结构尧
促转型曰要提高政府服务水平袁创造
良好发展环境袁 切实为企业排忧解
难曰要进一步发展现代农业尧旅游业
和第三产业袁 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袁建设更加朝气尧繁荣的廉江遥
据预计袁今年上半年袁我市生产
总值 240 亿元袁 同比增长 8.8%遥 其
中袁第一产业增加值 50.46 亿元袁增
长 3.6%曰 第二产业增加值 98.54 亿
元袁 增长 12.1%曰 第三产业增加值
90.76 亿元袁增长 7.8%遥 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24.28 亿元袁增长 8.2%遥 公
共财政收入 5.8 亿元袁增长 15%遥

城北街道邀请
湛江市委党校
教授辅导讲座
本报讯 渊通讯员龙志超 宣恩
泽冤近日袁城北街道邀请中共湛江市
委党校教授刘国军为该街道全体干
部职工作辅导讲座遥
刘国军作题为 叶牢记嘱托不负
使命新起点上再创新局曳的报告遥
刘国军强调袁 学习好省党代会
精神袁要在学深悟透的基础上袁以真
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袁 学习贯彻好省
党代会精神袁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干在实处尧走在前列袁牢牢把握湛江
发展新机遇袁顺势而为袁借力发展袁
补齐短板袁 把湛江后发优势变为真
正的发展优势袁 推动省党代会精神
在当地落地生根尧开花结果遥
该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海在总结
讲话中要求袁 全体干部职工要认真
学习领悟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批
示精神和省党代会精神袁增强野四个
自信冶尧野四个意识冶袁 推动城北街道
各项工作上新台阶遥

廉江中学尧廉江一中尧廉江二中尧廉江三中
等四所学校文印业务承包招标联合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文印室和文印工作管
理袁深化学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袁利用社会资
源提高文印质量和降低文印成本袁 保障教育教
学工作正常开展的需要袁经研究袁廉江中学尧廉
江一中尧 廉江二中和廉江三中等四所学校的文
印业务承包资格现对外公开招标袁 自公告之日
起袁有意者请到相应的学校索取报名有关资料遥
欢迎符合条件的投标人报名投标遥
一尧招标项目名称院
学校文印业务遥
二尧投标人资格要求院
1援 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
法人尧机构组织或非国家公职人员遥
2援投标人具有合法文印业务工商营业执照遥

3援 投标人具备正常开展文印业务的印刷一
体机尧复印机尧电脑及打印机等设备和熟练操作
的技术人员若干名遥
4援投标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尧依法纳税和
缴交社会保障资金袁财务会计制度健全袁近三年
内没有违法违规记录遥
5援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遥
三尧报名时间尧地点和需提交的资料院
1援 时间院2017 年 7 月 27 日起至 2017 年 7
月 29 日止遥 渊正常上班时间冤
2援地点院需投标的单位或个人请按时分别到
廉江中学尧廉江一中尧廉江二中尧廉江三中的行
政办公楼报名遥
3援报名时需提交以下材料供资质审核院

编 辑 部 地 址 院 廉 江 市 新 兴 中 街 东 八 横 巷 员愿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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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尧
投标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尧 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曰
(2)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曰
(3)交纳投标保证金人民币预50000 元整遥
廉江中学联系人院莫先生 13790989912 袁
何小姐 13824811020遥
廉江一中联系人院龙先生 13822518679 袁
廉江二中联系人院林先生 1392206138遥
廉江三中联系人院陈先生 13822536998 遥
廉江市廉江中学
廉江市第一中学
廉江市第二中学
廉江市第三中学
2017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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