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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市委中心工作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市纪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召开

林海武在会上讲话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肖挺冤3
月 6 日袁 中共廉江市第十三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市人
民会堂召开遥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袁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尧三中全会精神袁以及十九届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尧 十二届省纪委二
次全会尧 十一届湛江市纪委三次全
会精神袁 研究部署我市全面从严治
党工作遥
市委书记林海武袁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吴群忠袁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尧主任李世东袁市政协主席吴永光
等市四套班子领导袁市法院尧市检察
院主要负责人袁各镇委渊街道工委冤
书记尧镇长渊街道办主任冤袁市直副科
以上单位和驻廉单位党政一把手袁
各镇纪委渊街道纪工委冤书记袁市直
副科以上单位和驻廉单位纪委书记
渊纪检组长冤或分管纪检监察工作领
导袁市纪委内务监督委员会委员袁市

纪委监委机关副科以上干部袁 以及
派驻纪检组组长等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 林海武对市纪委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袁 并代表市委向辛勤工
作在反腐倡廉一线的全市纪检监察
干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
候遥 他指出袁过去一年袁全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省纪委尧
湛江市纪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袁持
之以恒正风肃纪袁持续高压反腐袁强
化党内监督袁 积极配合上级开展扶
贫领域专项巡察袁加强村渊社区冤野两
委冶 换届监督袁在湛江市率先调整
设立派驻纪检组袁 挂牌成立市委巡
察办尧 巡察组和市监察委员会袁派
驻尧巡察和监察野三位一体冶监督体
系基本形成袁野以案治本冶 经验做法
被叶南方日报曳尧叶湛江日报曳等媒体
广泛报道袁 全市党风政风民风明显
好转袁得到了省纪委尧湛江市纪委的
充分肯定遥
林海武强调袁 今年是贯彻党的

三家集团企业看好廉
江经济社会发展前景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冤2 月 28
日下午袁天适集团尧天有集团尧御唐
府企业负责人到我市参观考察袁高
度赞扬我市城市建设袁并为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传经送宝遥
天适集团董事长何宗儒袁天有
集团董事长周忠斌袁广东省人大代
表尧御唐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梁思桥一行在我市市委书记林
海武袁市政协副主席尧教育局长廖
忠武袁市工商联主席渊总商会会长冤
陈国集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陪同
下袁首先到城北公园实地察看城市
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情况袁随后到市
实验学校参观考察遥
城北公园是我市近来高起点尧
大手笔建设的一项民生工程遥 在今
年的春节前袁该公园的樱花尧桃花
种植区已向市民群众开放遥 在城北
公园袁林海武与何宗儒尧周忠斌尧梁
思桥等客人边走边探讨樱花尧桃花
等花卉的种植尧管理尧花期等相关
方面知识遥 经过实地察看和了解袁
前来考察的集团企业负责人对我
市当前的城市发展态势表示赞叹袁
对今后城市整体布局和谋划充满
期待遥

在市实验学校召开的座谈会
上袁林海武对各个集团企业到我市
参观考察表示欢迎遥 他说袁我市近
年来始终坚持不渝地抓经济发展袁
始终保持大手笔建设民生工程遥 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袁 以建设美丽城
市袁 促进市民群众文明程度的提
升曰以建设法治廉江袁促进社会和
谐发展曰以办高质量教育袁促进社
会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和提升城
市知名度遥 他衷心希望各个集团企
业抓住机遇袁积极参与到廉江大发
展大建设中来袁为廉江市经济社会
发展添活力袁为企业拓展谋空间遥
廖忠武全面介绍我市教育事
业发展情况遥 市实验学校相关负责
人与集团企业负责人分享了该校
教育成果袁并对新时代下教育工作
的发展趋势以及教学改革的发展
方向等话题进行积极的探讨遥
何宗儒尧周忠斌尧梁思桥一致
认为我市城市和经济发展基础好尧
后劲足袁前景广阔遥 他们希望企业
和地方之间进一步加强交流袁共同
探讨符合双方发展的项目袁致力共
赢袁 为廉江经济社会发展添姿彩袁
献力量遥

肖挺 摄

大会会场 肖挺 摄

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袁 是改革开
放 40 周年袁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一年袁 持续深入做好全面
从严治党工作意义重大遥 一要深化
思想认识袁提高政治站位遥 全市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尧 湛江
市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
上来袁 坚持问题导向袁 保持战略定
力袁聚焦解决突出问题袁坚定不移全
面从严治党袁 为廉江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遥 二要突出
工作重点袁坚决正风肃纪遥重点落实
野六个务必冶院 务必坚决加强政治建
设袁务必驰而不息改进作风袁务必全
面深化纪律建设袁 务必深入推进标
本兼治袁务必建立健全监督体系袁务
必打造过硬纪检铁军遥 三要强化使
命担当袁务求取得实效遥 主体责任不
放手袁监督责任不松手袁书记责任不
甩手袁一岗双责不缩手袁严格贯彻落
实 野两个尊重冶尧野三个区分开来冶原

则袁 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
积极性尧主动性袁努力夺取新时代全
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袁 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 建设宜居宜
业的北部湾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吴群忠传达学习贯彻十九届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尧 十二届省纪委二
次全会尧 十一届湛江市纪委三次全
会精神遥
市委常委尧市纪委书记尧市监委
主任邓观康主持会议袁 并代表十三
届市纪委常委会作题为 叶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引领袁 开启廉江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征程曳 的工
作报告遥 报告回顾总结 2017 年工
作袁指出 2018 年全市纪检监察工作
的总体要求是院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扎实贯
彻各级党委和纪委全会部署袁 增强
野四个意识冶和野四个自信冶袁忠诚履

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袁 紧紧围
绕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尧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袁
坚持党要管党尧全面从严治党袁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袁 监督检查党
章执行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
情况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袁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袁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态势袁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袁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
监察干部队伍袁 为廉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尧 加快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
证遥
邓观康具体安排部署 2018 年
全市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遥
他强调袁 一要坚定不移把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袁 着力营造廉江风清气正
政治生态曰 二要坚定不移深化监察
体制改革袁 充分发挥纪委监委的合
署办公优势曰三要坚定不移整治野四
风冶问题袁深入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成果曰 四要坚定不移挺纪在

前袁注重筑牢抓早抓小拦洪堤坝曰五
要坚定不移高压反腐袁 全面巩固发
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曰 六要坚
定不移推进基层反腐袁 严厉整治群
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曰七
要坚定不移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袁努
力打造让党和人民满意放心的执纪
铁军遥
与会人员还共同观看了湛江市
纪委制作的警示教育片 叶不行正路
终自毁要湛江公路系统腐败窝案启
示录曳遥
当天下午袁 举行述责述廉并进
行现场评议袁 审议通过市纪委十三
届三次全会工作报告及 叶决议曳渊草
案冤遥
最后袁 中共廉江市纪委十三届
三次全会在雄壮的叶国际歌曳声中圆
满闭幕遥

我市召开维稳工作会议

全力以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会议现场 郭龙碧 摄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冤2 月 24
日上午袁 我市召开维稳工作会议袁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袁 动员全市各级各部门尧
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方力量袁切
实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尧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尧 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尧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任
务袁为全国野两会冶胜利召开营造安

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遥
市领导林海武尧吴群忠尧陈典
聪尧李家军尧江浩明尧林炳坤和市人
民法院院长尧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袁各镇渊街冤党渊工冤委书记尧分管
政法工作的副书记袁市直相关单位
主要领导袁 驻廉各单位一把手袁市
政法委领导班子成员尧 专职委员袁
市直政法各单位尧市信访局领导班
子成员袁市公安局各警种主要负责

人以及各派出所所长等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市委书记林海武充分肯
定了我市去年维稳工作所取得的
成绩袁 并深入剖析了还存在的问
题遥 他指出袁我市存在体制机制改
革遗留问题袁 操作和执行方面过
急袁 合理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袁不
合理诉求无理取闹袁决策不当产生
社会矛盾袁干部作风不正不实等问
题遥 面对新形势下的复杂矛盾和问
题袁需要积极应对袁在总结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袁坚持法治思维和问题
导向袁探索运用新的有效方法和手
段妥善加以处理遥
林海武要求袁各级各部门要抓
牢做实维稳的基础工作袁密切关注
涉邪尧涉恐尧涉暴人员袁重度精神病
患者尧上访专业户尧境外媒体记者
和涉黑尧涉恶人员等野五种人冶袁关
注征地拆迁尧项目施工尧项目引进尧
集体渊国有冤企业改革改制尧集体资
产处理等野五个面冶遥 要树立正确的
维稳工作理念袁转变思想观念和工
作方式袁把重大节日尧重大会议活
动等敏感时段作为发现问题尧解决
问题的机会袁努力化解群众反映的
各种突出问题袁 依法打击闹访尧串

访尧以上访获取不正当利益等非法
行为遥 要拿出具体的措施和办法袁
出实招尧用实力袁将维稳工作与基
层党组织建设尧 扫黑除恶工作尧安
全生产检查尧综合治理尧舆论管控
相结合袁做大做强市尧镇尧村综治信
访维稳三级平台袁 积极唱响主旋
律袁讲好廉江故事袁弘扬正能量遥 要
突出责任担当袁各级主要领导要带
头担起责任袁严格落实野一岗双责冶
责任袁对维稳工作中存在的推卸责
任尧不作为尧落实不到位等行为要
严肃问责查处袁全力以赴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袁营造安
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袁以优异的成绩
向全国野两会冶献礼遥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吴群忠主持
会议遥 他要求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
领会会议精神袁明确任务袁狠抓落
实袁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袁务必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袁 团结一心袁扎
实工作袁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加
快建设环北部湾县域中心城市创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遥
市委副书记尧政法委书记陈典
聪通报了去年我市维稳工作情况袁
并部署今年全市维稳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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