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018.02.01 星期四
责编院揭英隆

美编院林金连

我市加强幼儿园
园长任职资格培
训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冤1 月 25
日袁 广东省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培
训班在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开
班袁 我市各幼儿园园长参加培训学
习遥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党委书
记尧校长李晓培袁我市政协副主席尧
教育局长廖忠武出席开班仪式并作
讲话遥
会议指出袁 开展幼儿园园长任
职资格培训是贯彻国家教育政策的
需要袁希望学员通过培训袁认识学前
教育所面临的新形势袁抓住新机遇袁
迎接新挑战袁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和办学思想袁强化思想政治素质尧管
理水平和科研能力袁做到学以致用袁
指导实践袁认真贯彻落实依法治教袁
做到依法办园袁 进一步提升园长管
理的专业化水平袁在幼儿园发展中袁
成为优秀的引领者尧决策者尧管理者
和服务者袁 推动我市学前教育快速
健康发展遥
这次培训班由市教育局与湛江
幼儿师范专科学校联合举办遥 培训
时间半个月袁分三期进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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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法委开展慰问贫困户活动
本报讯渊记者李文静冤在新春
佳节即将来临之际袁1 月 29 日上
午袁 市政法委全体党员干部到挂
点村慰问贫困户渊如图冤袁为他们
送去了大米尧 食油尧 棉被和慰问
金袁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传

递到精准扶贫户的心坎上遥
在石城镇上县村袁 市政法委
领导分别走访吴瑞平尧黄泳滔尧黄
智育等 176 户贫困户遥 每到一户袁
帮扶干部都亲切询问贫困户目前
的身体状况和生产生活情况袁鼓

励贫困户在新的一年增强信心袁
勇于克服困难袁 在党和政府的帮
助下袁拓宽增收致富门路袁通过自
身的不断努力袁 争取早日脱贫致
富遥 通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袁不仅
全面了解挂点贫困户的生活生产

需求袁 还向他们宣传落实了扶贫
惠民政策袁 也进一步增进了党群
干群关系袁 使困难群众真切地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遥

市作家协会依法登记成立暨会员大会召开

会议现场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冤1 月 27
日袁廉江市作家协会依法登记成立
暨会员大会召开袁大会通过了协会
章程袁 并选举出理事会和监事会袁
产生了协会领导班子袁董坚当选为
市作家协会主席袁聘请广东九洲建
设集团副董事长尧广东希有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黎煌明为名誉主席遥
市文联尧市民政局尧市戏剧曲艺家
协会尧市书法家协会等单位相关领
导和嘉宾应邀出席会议袁湛江市作
家协会发来贺信表示祝贺遥
选举结束后袁市民政局党组成
员尧副主任科员陈其清代表市民政

局在会上当场宣布院 选举程序合
法袁选举结果真实尧有效遥他还就作
协今后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工作袁作
指导性讲话遥
市文联主席张勇进代表市文
联对市作家协会依法登记成立表
示热烈祝贺袁并指出袁市作家协会
依法登记成立袁标志着我市社会团
体成员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袁是我
市文学艺术事业的一件大事袁对于
繁荣发展我市文学事业尧加快文化
强市建设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遥 他要求袁市作家协会一
定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

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袁 牢记使
命袁 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袁秉
持高尚情操袁弘扬正能量曰要立足尧
扎根廉江这片沃土袁 多出精品袁讴
歌廉江真善美曰要用活动带动协会
工作袁全面活跃文学氛围袁要发挥
阵地优势袁培育文学新人曰要把社
会责任放在首位袁切实加强自身建
设袁规范协会各项活动袁做好服务
工作袁 推动全市文学事业与时俱
进尧蓬勃发展曰丰富广大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袁进一步提升廉江文
化影响力遥
当选主席董坚作就职表态发

遗失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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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袁他表示将团结作协班子袁带领
全市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袁 沉下身
子袁深入生活袁关注群众袁深刻挖掘
主题和内涵袁倾力创作袁共创辉煌曰
愿意为大家提供一切服务袁当好会
员和文学爱好者的推手曰希望会员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引领袁提高认识袁给作
品赋予自己特有的思想和个性袁力
争有所突破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2017 年我市
有近二十位作者在国家级尧省级文
学杂志上发表作品袁是我市文学创
作丰收的一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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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患重病
学生捐款献爱心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冤近日袁野献
一份爱心袁 为廖启英老师战胜病魔
添一份力量噎噎冶 的短信在长山镇
凌垌小学学生群里迅速转发袁 在短
短的两天之内袁 就收到捐款 2 万多
元袁 并委托在广州的学生代表送到
正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留
医的廖启英老师手上遥
廖启英老师是长山镇凌垌小学
退休老师遥 她一生都在凌垌小学任
教袁桃李满天下袁很受学生尊重遥 当
她的学生知道她患病在广州住院留
医之后袁 在广州工作的学生纷纷到
医院探望袁并发起捐款遥
野三尺讲台袁染苍苍白发曰桃李
满园袁露微微笑脸曰谆谆教诲袁仍萦
绕耳边遥 一晃三十载袁听闻廖老师不
幸患上鼻咽癌袁 现广州中山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就医袁 第一期治疗费用
高达 13 万袁 还有后续二期三期治
疗遥 面对病痛袁老师依然坚强曰但面
对高昂的治疗费用袁 老师又是多么
无助遥 同学们袁让我们行动起来袁为
敬爱的廖启英老师捐资度过难关遥 冶
发起人发出这份情深意切的短信之
后袁原在该校就读的学生纷纷转发袁
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袁 在短短的两
天之内就收到捐款 2 万多元遥 到发
稿时止袁捐款还在继续遥

本报讯渊记者林梅英 通讯员
何明章冤近日袁和寮镇邀请市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尧
广东文理学院讲师林国生到该镇
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会遥
林国生以叶走进新时代袁开启
新征程曳为主题袁围绕十九大提出
的野新辉煌冶尧野新判断冶尧野新方位冶尧
野新使命冶尧野新思想冶尧野新 征程冶尧
野新部署冶尧野新要求冶等内容袁列举
大量事例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和
解读袁让与会党员干部深刻领会党
的十九大的精神实质遥
会议要求袁该镇党员干部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精神袁在学懂
上下功夫袁在弄通上下功夫袁在做
实上下功夫袁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和寮落地生根开花遥

良垌镇召开学习
贯彻市委十三届
二次全会精神工
作会议

九洲江龙西围青
水闸下游堤段水
毁修复工程完工
本报讯渊记者谢添俊冤日前袁位
于九洲江青水闸下游堤段水毁修
复工程已经完工袁附近村民盼望的
事情得到落实遥
九洲江龙西围青水闸位于石
岭镇洋下村袁其下游堤坝由于受近
年台风和强降雨的影响袁加上上游
水库来水过猛袁导致该堤段出现堤
脚冲刷淘空严重袁出现堤防水土流
失尧砼护坡塌方等险情袁险段长 100
米袁 直接影响堤坝的防洪安全袁威
胁堤防及围内群众的生命财产和
安全遥
接到群众反映后袁市委市政府
立即做出回应袁市水务局组织九洲
江流域工程管理局迅速给出修复
方案和整改措施袁并得到上级部门
支持袁工程实行公开招投标袁签订
施工责任单位进行修复袁工程概算
投资为 265.69 万元遥

和寮镇举行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宣讲会

本报讯渊通讯员张思燕 陈燕
锐冤近日袁高桥镇六星种植专业合
作社又收摘上万斤红橙袁全部打上
野六星冶 品牌标志包装销售袁10 多
元 1 斤卖到上海遥 社员们笑着说袁
发展绿色品牌红橙袁卖得好袁销得
远遥
在红橙飘香时袁高桥镇的山山
水水野橙冶林尽染袁山头披金袁一辆

廉江市青平镇木高山村民委员会龙
岩村民小组遗失廉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青平信用社渊账号院80020000007766659 冤
签发普通支票拾张袁号码为院270038990661
至 270038990670袁现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
廉江市石颈镇龙湖垌村 69 号林国志遗失廉江市
公安局签发户口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城南街道石城路 283 号陆伟钦遗失廉江市
公安局 2012 年签发的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安铺镇河东路 44 号麦秦宽遗失廉江市公
安局 2006 年签发的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辆满载红橙的货车在乡间小路上
穿梭着袁一派丰收的景象遥
沿着斜坡水泥路袁来到位于双
旺村的六星种植专业合作社 700
多亩红橙种植基地袁 放眼一望袁几
个小山头都是金黄成熟的红橙袁累
累硕果垂枝压叶遥种植户梁振川正
在指挥工人收摘红橙袁 半天收摘
1000 多斤袁 洗净筛选后全部装入

印有野六星冶字样的品牌包装箱袁10
斤 1 箱袁1 箱 168 元供货给电商遥
梁振川指说袁保证每个入箱红橙都
是优质产品袁不能毁了苦心经营的
品牌果名声遥
六星种植专业合作社是高桥
最大的红橙种植合作社袁现有 100
多户果农加盟袁 种植有 4000 多亩
红橙遥为发展绿色产品走品牌经营

之路袁合作社 100 多户果农相互学
习尧相互监督袁推行绿色标准种植袁
并于 2014 年注册了野六星冶商标袁
规定社员必须发展有机优质水果袁
然后统一打着品牌包装出售遥 三年
多时间袁野六星红橙冶 香飘全国袁已
成为廉江红橙三大品牌之一袁带给
果农的是脱贫致富的喜悦遥
梁振川指着红橙园说袁要对得
起这片青山绿水袁发展环境友好型
农业袁400 多亩红橙全部是施用有
机土杂肥袁不打农药袁种出的红橙
个个金黄浑圆袁多汁香甜袁供不应
求遥 每年 12 月红橙满山香时袁各地
的电商尧公司都前来高价定购遥 野去
年一家公司以 12 元 1 斤定购 3 万
多斤袁要求是装入他们的品牌包装
出售袁我都不同意遥 合作社规定袁我
们种出的有机绿色水果袁 只能打
耶六星爷包装袁要擦亮自己的品牌遥 冶
野红橙冶自有痴情者袁100 多户
果农合力打造品牌红橙袁发展有机
绿色水果袁带来了廉江红橙发展的
新气象遥 近三年野六星冶红橙十分紧
俏袁市场售价都在 10 元以上袁果农
一亩红橙年收入达五六万元袁效益
彰显遥
梁振川估算着他山上 400 亩
红橙今年收成院亩产约 6000 斤袁有
七八成野入选冶品牌果袁顺利的话袁
成千万元产值呢要要
要能野扛冶着品
牌卖的红橙袁就是不一样遥
图为游客在橙园
郭龙碧 摄

本报讯 渊记者林梅英 通讯员
全可富冤近日袁良垌镇召开学习贯彻
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神工作会
议袁 要求全镇干部职工要领会会议
精神袁统一思想尧真抓实干袁为推进
良垌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作出
贡献遥
会议传达了中共廉江市委十三
届二次全会精神袁 要求全镇干部职
工要认真学习袁 把思想认识和行动
步伐统一到会议精神上来袁 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引领袁牢记使命袁担当前行袁努力开
启新时代廉江振兴发展的新征程袁
为建设宜居宜业的北部湾现代化生
态园林城市贡献力量遥

高桥镇村民保护
野生动物受称赞
本报讯渊通讯员陈英华冤近日袁
高桥镇坡督村委坡督村村民林成
旺不受利益驱使袁保护野生动物的
事迹被公开后袁受到社会的赞誉遥
事情发生在 1 月 12 日凌晨袁
当林成旺经过桂海收费站高架桥
边时袁 发现有一只重约 10 斤的穿
山甲在公路边缓慢爬行袁尾部受伤
出血遥 林成旺恐其被来往车辆或行
人误伤袁 于是便将该穿山甲带回
家袁悉心照顾遥 后来有饭店老板获
悉林成旺有穿山甲后袁欲花重金买
下穿山甲袁但遭到了林成旺坚决的
拒绝遥 之后袁林成旺立即联系了该
镇林业站袁表示要把穿山甲交给市
林业局处理遥
后来袁林成旺放下工作袁亲自
开车将受伤的穿山甲安全送至该
镇林业站袁把穿山甲交到工作人员
手中袁让穿山甲安全回归自然遥

河唇镇森林扑 火
专业队实战演练
本报讯 渊记者林梅英 通讯员
黄东伟冤 为进一步提升应对处置突
发性森林火灾的能力袁 提高森林防
火队伍的实战水平遥 近日袁河唇镇林
业站及应急灭火队举行森林防火应
急演练遥
该镇林业站站长罗成志首先讲
解了森林扑火工具的使用及扑火知
识袁队员使用风力灭火机尧水枪等扑
火工具逐一练习遥 此次实战演练工
作在团结紧张尧 严肃活泼的气氛中
圆满完成遥
通过对防火工具的练习使用袁
提升了该镇应急灭火队森林防火的
应急能力袁提高了队员的专业素质袁
使之成为野召之即来尧来之能战尧战
之能胜冶的森林资源守护神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