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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委宣传
部领导慰问
“中国好人”钟
武
本报讯(记者李文静)2 月 11 日袁
湛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尧文明办主任
周伟武带领慰问组到我市河唇镇耀
仔地村慰问野中国好人冶钟武遥
周伟武向钟武致以节日的问候袁
并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遥 他表示袁钟
武在群众遇到困难时挺身而出袁勇敢
救起素不相识的落水者袁这样的事迹
令人感动袁这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好榜样值得大家学习袁希望钟
武继续发扬好风尚遥
2017 年 2 月 1 日下午 4 时许袁
在鹤地水库放生园附近水域有两名
青年落水袁钟武和广西玉林市博白县
文地镇大沙村村民刘俊彬以及另一
位青年听到呼救声后袁迅速赶到出事
地点袁在众人的协助下袁将落水者救
上岸遥 钟武尧刘俊彬等英勇下水救人
的事迹在本地媒体和央视 叶新闻联
播曳播出后袁引起广泛反响遥经过群众
推荐尧网友点评袁全国共有 95 位助人
为乐尧见义勇为尧诚实守信尧敬业奉
献尧孝老爱亲的好人光荣上野中国好
人冶榜袁其中钟武榜上有名遥

安铺特色美食
文化节让游客
大饱口福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冤2 月 16
日袁 大年初一上午袁 安铺镇张灯结
彩袁年味十足袁备受瞩目的第十届广
东安铺特色美食文化节在安铺镇文
化广场开幕袁 吸引上万游客一起尝
美食尧过大年遥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 一公里长的
野美食街冶美食飘香袁人潮涌动遥 200
多个参展商家使出浑身解数袁 极力
向游客展示野舌尖上的安铺冶遥 簸箕
炊尧糯米鸡尧年糕尧煎堆尧萝卜糕尧牛
肉干等 60 多种本地特色美食以及
印度飞饼等 30 多种异域风味美食
的集中展示袁让游客们大饱口福遥
有关负责人介绍袁 这届安铺特
色美食文化节增设了 野中心展馆冶袁
展馆内容丰富袁 有安铺特色小镇展
示尧安铺特色食品餐饮企业展示尧安
铺美食展示尧 安铺古船木创意文化
展示尧2018 安铺特色美食文化暨摄
影大赛获奖作品展示等袁多层次尧多
角度宣传及展现安铺古镇的饮食文
化精髓与历史底蕴遥

市食品公司五
大措施让群众
吃上放心肉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冤记者从 2
月 9 日召开的市食品公司年终总结
表彰大会上获悉袁 市食品公司采取
五大措施袁确保让群众吃上放心肉遥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 叶食品安全
法曳尧国务院叶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曳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精神袁并
制订了叶廉江市食品公司 2017 年经
营责任制方案曳等袁进一步抓好生猪
定点屠宰管理工作遥 二是抓管理袁促
规范袁加强日常巡查和跟踪管理袁严
禁私宰肉上市遥 三是抓好主业经营袁
积极完善野四个制度冶和野十三个台
账冶袁净化生猪屠宰环境袁确保肉品
质量袁 做到定点屠宰厂生猪进厂合
格率 100% 尧 生猪产品出厂合格率
100%袁 病害猪及病害肉品无害化处
理率 100%遥 四是抓好屠宰厂升级改
造袁营造良好经营环境遥 五是进一步
做好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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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

克服困难

市领导走访慰问困难企业和职工
本报讯渊记者肖挺冤近日袁市
领导陈典聪尧李玲尧陈亚德率慰问
团对困难企业和职工进行慰问袁
向他们送上党尧 政府和总工会的
关怀与温暖袁并致以新春的祝福遥
陈典聪一行来到廉江市美达

化工有限公司尧 廉江市资源开发
贸易总公司袁 了解企业面临的困
难袁 鼓励企业创新思路袁 开拓进
取袁 力争早日摆脱困境遥 陈典聪
说袁市委尧市政府始终关注着困难
企业的发展袁 当前的经济形势对

企业来说袁既是挑战袁又是机遇袁
要抓紧有利时机袁 使企业摆脱困
境袁重新焕发青春遥 随后袁陈典聪
一行为企业送上了慰问金遥
当天袁 陈典聪一行还带着慰
问金尧年糕和食用油等袁走访慰问

了市资源总公司困难职工杨锡
球尧 市商业服务中心困难职工涂
东梅尧 石城食品站困难职工陈秀
珠袁并鼓励他们坚定信心袁克服暂
时的困难遥

市民政局发放
“扶贫牛”
助力贫困户脱贫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冤2 月 8
日上午袁 市民政局领导带领帮扶
干部把 25 头野扶贫牛冶的绳子交
到营仔镇大榄田尧竹墩尧福山等三
个村委 25 户有劳动力的贫困户

手中袁 并为精准帮扶的 109 户贫
困户送上大米尧 花生油和年糕等
慰问品及慰问金遥
市民政局长李建煜给贫困户
打气鼓劲袁 并要求驻村干部多发

掘贫困户的致富潜力袁 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遥
据悉袁到目前为止袁该局自筹
资金 94.65 万元支持帮扶村和贫
困户进行各项建设遥 目前准备再

投入 51 万元为帮扶的三个村委
发展光伏发电项目袁 这些措施将
有效加快贫困户的脱贫步伐遥

载歌载舞庆新春 红红火火过大年
戏 剧曲艺迎 春晚会 精彩纷呈
本报讯 渊记者郭龙碧冤2 月
18 日是大年初三袁 当晚袁野新春
大家乐冶戏剧曲艺迎春晚会在市
文化广场隆重上演遥 市委宣传
部尧市文广新局尧市文联尧团市委
等主办单位领导和近千名市民
观看了演出遥
民乐合奏叶喜洋洋曳拉开了
晚会序幕袁接着袁形式多样的独
唱尧男女对唱等袁一个个精彩节
目轮番上演袁特别是一曲叶廉江
新貌曳荡气回肠袁充分展示了近
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建设取得的
成就袁并从侧面反映了橙乡优美
的自然风光尧 丰富的民俗文化尧
悠久的人文历史文化袁赢得了观
众的热烈掌声遥
晚会既丰富了市民春节期
间的文化娱乐生活袁也表达了我
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遥

图为精彩的演出场面 郭龙碧 摄

跳 起 广 场 舞 欢 度 吉 祥 年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冤2 月
16 日袁大年初一晚上袁在市文化
广场 2018野我们的中国梦冶文化
进万家活动现场袁市广场舞学会
的会员们载歌载舞袁为观众送上
一台丰盛的文化大餐遥晚会由市

委宣传部尧市文广新局尧市文联尧
团市委尧市广场舞学会主办遥
叶祖国你好曳叶美丽大中国曳
等节目抒发了全市人民对祖国
的美好祝愿袁叶喜庆临门曳叶红包曳
等节目充分表现了我市广大群

众在市委尧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袁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袁共享改
革开放成果遥
据了解袁为丰富广大人民群
众的文化娱乐生活袁我市在春节
期间举办 2018野我们的中国梦冶

文化进万家系列活动袁这是我市
推动文化大发展尧大繁荣袁促进
城乡文化交流尧丰富春节文化生
活的一次重大活动袁立足于野文
化过节尧文明过节冶袁突出群众尧
广场尧社区尧本土文化遥

大 学 生 文 艺 演 出 贺 新 春
本报讯 渊记者肖挺冤2 月 17
日晚袁 我市 2018 野我们的中国
梦冶文化进万家暨新春走基层系
列文化活动之大学生文艺演出

在市文化广场举行遥
晚会节目丰富袁有大型歌舞
叶共圆中国梦曳尧现代舞叶夜空中
最亮的星曳尧小品叶车站里的蓝精

灵曳尧小提琴合奏叶欢乐颂曳等袁给
市民呈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袁
市民对学生们的精彩表演纷纷
点赞遥

演出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尧市
文广新局尧市文联尧团市委主办遥

市 民 自 制 “ 雪 花 橙 皮 ”
本报讯渊记者林达琳冤廉江是
野中国红橙之乡冶袁 每年红橙大获
丰收的季节袁市民大饱口福遥 岁末
年初袁廉江市民热衷自制野雪花橙
皮冶袁除了自家吃袁还送给亲戚朋
友品尝袁而自制野雪花橙皮冶的方
法也通过微信朋友圈一传十尧十
传百袁越来越多人既吃橙肉袁又吃
橙皮遥
野红橙浑身都是宝浴 冶仿佛在
一夜之间袁 市民就通过微信朋友
圈掌握了自制橙皮的方法袁 并且
把这种凝结一层白糖的条状橙皮
美其名曰野雪花橙皮冶袁相当形象遥
据了解袁早在几十年前袁红江农场

一带的群众就掌握了自制橙皮的
方法袁并且自制食用遥后来袁网络的
发达尧信息的传播便捷让这种自制
橙皮的方法广泛流传开来袁不少市
民兴致勃勃地自制橙皮遥方法非常
简单袁将橙皮晾晒两天袁切成细条袁
烧红锅袁放橙皮进去翻炒袁加白糖袁
炒至没有水分袁即可装碟遥
据了解袁 橙皮具有理气健脾尧
化痰等多种功效袁可当零食袁味道
可口遥在一些卖红橙的档口也有橙
皮出售袁30 元左右一斤遥
图为卖相吸引尧 味道独特的
野雪花橙皮冶 林达琳 摄

廉江市塘蓬镇安和村委会园岭村伟春燕尧黄诚焕尧黄伟芳尧黄诚泉尧黄诚睦和黄美润 6 人均没有户口袁特此声明遥

遗失
声明

我市依法拆除
一幢 16 层违章
建筑超高部分
本报讯 渊记者郭龙碧冤2 月 6 日袁
我市对位于罗州街道县背岭的一幢
16 层小型房产违章建筑超高部分进
行依法拆除袁 坚决打击违法抢建势
头袁震慑抢建违建行为遥 市委常委木
声隆尧市住建局及罗州街道领导班子
靠前指挥袁现场指导拆违工作遥
木声隆要求袁提高认识袁统一思
想袁各司其职袁分工协作袁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袁坚决拆除违章建筑袁严厉
打击乱搭乱建行为袁 用铁的决心尧铁
的手腕尧铁的作风尧铁的纪律来推动
拆违控违工作遥
据了解袁当天被依法拆除超高部
分的是一幢 16 层的小型产权房袁每
层建筑面积 200 多平方米遥 这次拆除
行动将有力维护城区规划建设秩序袁
狠狠打击违法抢建行为遥

市自来水公司
热情服务获赠
锦旗
本报讯渊记者梁百惠冤近日袁廉
江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黎文杰来到市自来水公司袁对
该公司的周到服务及敬业务实给予
了高度的赞扬袁 并向该公司赠送了
两面锦旗遥
自 2016 年 1 月开始袁市自来水
公司就开始铺设碧桂园一期供水主
管道袁此次项目工程量大袁为使项目
能够按时保质完成袁 公司分管领导
带头袁 和职工一起加班加点完成任
务遥 在 2017 年 8 月袁提前完成了碧
桂园一期的供水主管道铺设工程袁
为 920 户用水户带去了甘泉遥 目前袁
碧桂园二期的供水主管道铺设工程
仍然在施工中袁该公司负责人表示袁
将继续保持求真务实尧 爱岗敬业的
服务精神袁将此供水项目顺利完成遥
市自来水公司负责人表示袁未
来将秉承野用户至上袁优质服务冶的
经营方针袁齐心协力袁坚持野以人为
本袁服务市民冶的企业宗旨袁不断加
强内部管理袁创新管理模式袁紧紧围
绕野强化管理尧安全高效尧优质供水冶
这个中心工作袁 立足本职袁 攻坚克
难袁更好地为用户服务遥

广东华晟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
举行总结大会
本报讯渊通讯员罗春丽冤中医药
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袁 党中央高度
重视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的传承
发展遥 近日袁坐落在廉江经济开发区
的广东华晟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举行
总结大会袁 强调一如既往传承尧创
新尧合作尧发展遥
据了解袁 广东华晟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实 行精益标杆管 理 袁 执 行
ISO9001尧GSP尧GMP尧TPM 等国际先
进标准袁经营项目既有中药饮片尧切
片加工袁 也对药食同源中药材品种
和有机食品进行深度研发尧加工尧生
产袁 并发展中药材种植基地和建立
多个收购中药材网点遥 该公司生产
的中药饮片备案品种有 600 多种袁基
本满足各种临床需要袁 从 2017 年下
半年开始陆续研发出几十种有机食
品袁如豆豉尧多宝茶尧组合汤料尧花
茶尧 姜红糖等袁 产品销售到全国各
地遥 2018 年袁该公司将增建一幢油料
生产车间尧一幢原材料仓库袁筹建一
个豆豉生产基地袁 并加强新产品研
发力度遥

廉江市长山镇大社坡村温才顺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6 年签发
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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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