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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九州
江滨海旅游度
假区（暂名）项
目规划建设
本报讯渊记者谭杏娇冤为加快推
进九洲江滨海旅游度假区渊暂名冤项
目建设袁2 月 28 日下午袁 我市召开
项目规划座谈会袁市旅游尧发改尧环
保尧交通尧国土尧住建尧农业尧林业尧水
务尧 海洋与渔业等部门以及营仔镇
的领导与广东海润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尧 广东新空间旅游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座谈会袁 共同
沟通协调推进该项目落地遥
以新空间渊中国冤旅游规划设计
研究院院长吴少锋为首的专家团队
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考察袁 并作为
项目的设计单位在会上提出了专业
设计意见遥
座谈会上袁 相关职能部门纷纷
就自己的本职工作谈了自己的意见
和设想袁 并表态发言遥 他们都表示
将大力支持推动项目落地袁 促使滨
海旅游发展成为我市现代产业体系
中重要的经济发展新引擎袁 推动我
市旅游业从传统旅游向主题旅游转
变袁 努力把九洲江滨海旅游度假区
渊暂名冤 项目打造成为旅游拳头产
品袁做大做强我市旅游产业遥
据了解袁 我市既有优良的生态
环境尧丰富的旅游资源袁又有浓郁的
民族风情和底蕴深厚的人文历史袁
海岸线长达 96.8 公里袁沿海有三个
天然渔港码头袁 营仔镇地理位置优
越袁 水陆交通四通八达遥 九洲江滨
海旅游度假区渊暂名冤项目将依托本
土特色旅游资源开发袁 对标国内知
名都市滨水胜地袁以水陆集散尧滨海
休闲以及商务交流三大功能为主
导袁通过野区域品味冶尧野业态能级冶以
及野人气聚集冶的再提升袁打造引领
我市向滨海城市转型的新地标和滨
海生态旅游带遥 拟建设项目主要有
滨海度假酒店尧 度假公寓尧 养生会
所尧水疗中心尧夏令营基地尧滨海露
营尧滨海美食街尧滨海垂钓尧红树林
生态观光尧 候鸟观赏尧 水上运动乐
园尧汽车营地尧民俗文化园等于一体
的滨海生态大观集聚区遥届时袁将成
为北部湾主轴线上一幅十分靓丽的
画卷袁 带动我市生态景观示范带建
设袁推动我市经济社会振兴发展遥

廉江中学举行
2018 年春季开
学典礼
本报讯渊记者李文静 肖挺冤2
月 26 日上午袁廉江中学举行 2018
年春季开学典礼遥 副市长崔军袁市
政协副主席尧市教育局局长廖忠武
等出席了开学典礼遥
崔军对该校全体师生致以亲
切的问候袁向辛勤耕耘的教师们致
以崇高的敬意袁并希望全体师生在
新一年里袁秉承优良的文化传统和
价值坚守袁形成重振湛江市高考雄
风的强劲动能袁铺就廉江中学跨越
发展之路遥
该校校长陈小波作开学致辞袁
勉励全校师生以高昂的精神面貌
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袁 开拓创新袁锐
意进取袁 努力取得更优异的成绩袁
在新的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遥
开学典礼还表彰了优秀学生尧
三好学生及优秀学生干部遥
据了解袁 廉江中学 2017 年高
考再创佳绩袁上一本 213 人袁二本
以上 1451 人袁 成为湛江市高考上
线大户袁被评为湛江市省一级学校
高考达标单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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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人民检察院荣获野全国文明接待室冶称号

检察为民正能量
本报记者 陈一栋

野全国文明接待室冶揭牌仪式
当红色幕布被揭下袁金色匾额
上野全国文明接待室冶七个字显得
格外引人注目袁在场的见证者无不
用热烈的掌声袁为这一业界殊荣感
到无比骄傲袁为投身检察行业倍感
振奋要要
要3 月 2 日下午袁 一场简短
的挂牌仪式在市人民检察院大楼
前举行袁廉江检察人用多年兢兢业
业尧服务民生的努力袁换来了一个
野国字号冶荣耀遥
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遥 市人民
检察院控申检察工作有亮点尧接地
气袁是群众心中优质尧可信赖的品
牌窗口袁在 2017 年被最高人民检察
院评为野全国文明接待室冶遥 除了将
控申工作定位野一院一品冶进行打
造外袁该院还不断完善便民利民措
施袁 立足廉江服务县域经济发展袁
为保护廉江绿水青山奉献力量袁传
递检察为民的正能量遥
野直达快车冶让信访群众少奔
波
镜头一边是省检察院接访领

导袁一边是廉江的上访人遥 经过接
访领导耐心细致的释法说理袁一桩
上访旧案袁最终成功化解遥 群众节
约了信访成本袁检察机关也提高了
工作效率遥
以上是我市人民检察院开展
远程视频接访生动的一幕遥 2017 年
5 月袁 我市上访户黄某某因不服省
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刑事判
决袁 认为法院对凶手的量刑畸轻遥
考虑到黄某某身体尧家庭和经济情
况袁 为减轻当事人上访的经济负
担袁该院控申部门主动与湛江市检
察院控申部门联系袁在取得上级控
申部门支持下袁通过远程视频接访
系统受理黄某某的申诉遥
控申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窗
口袁是其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遥 我市人民检察院主动与上级控
申部门联系袁应用远程视频接访系
统袁协助省检察院接访袁实现了基
层院接访人员与上级领导的异地
共同接访袁既方便来访群众向上反

给力发展新时代
通讯员 蔡志军

陈一栋 摄

映和解决问题袁又有效减少了越级
上访现象遥 此举为信访群众开通
野直达快车冶袁减轻了群众奔波劳累
之苦袁促进群众诉求就地解决遥
野四快冶让群众满意而归
热情接待请示快尧依法操作分
流快尧立案及时查处快尧结案利落
反馈快要要
要该院控申部门在日常
群众来访信访接待工作中袁始终做
到野四快冶袁宗旨只有一个袁就是千
方百计让群众满意而归遥
2017 年的一天袁河唇镇姜家垌
村群众游国生向值班接待的检察
长刘真才反映袁其母在 2013 年 5 月
与邻居因一根竹子权属发生争执
被打致轻伤袁经村委会多次调解无
果袁其母一直未得到赔偿袁上访多
个部门也未得处理遥 无奈之下袁游
国生来到市人民检察院申诉遥 一开
始袁他情绪激动且扬言如得不到处
理袁将上省或进京上访遥
当天值班接访的是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刘真才袁 在听取情况

后袁当即指示协访科室人员电话了
解相关情况遥 考虑双方既是同村是
邻居关系袁 为了彻底化解矛盾袁刘
真才批示举报控告申诉科办理该
信访案件遥 在公安机关和该院侦查
监督科尧公诉科的配合下袁通过当
地村委会尧镇司法所做双方思想工
作袁终使双方和解袁一宗多年的积
怨得到化解遥
2017 年以来袁市人民检察院对
市政法委交办的赵汝珍信访案件
采取有力措施袁成功化解了这起横
跨两个世纪尧延续了 21 年的信访积
案遥 赵汝珍信访案始于 1996 年袁其
第四个儿子参加村游神活动袁与邻
村发生群体冲突时被伤害致死遥 案
发后袁 老人要求公安机关追凶归
案袁但至今未破案袁为此她多年上
访遥 去年 2 月袁市人民检察院接办
此案后袁 根据赵汝珍司法诉求袁制
定化解工作方案袁做好稳控尧化解
工作遥 办案人先后三次约访老人袁
五次登门到老人家中袁苦口婆心做
思想工作袁最终感动了老人袁促使
其签订了罢访协议遥
为保护绿水青山出谋献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遥 2017
年以来袁 市人民检察院深入开展
野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
活动冶袁保护廉江绿水青山遥 该院在
2017 共办理行政公益诉讼前程序
案件 8 件袁发出检察建议 8 份袁涵盖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尧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领域遥 其中六份检察建议
被行政机关采纳袁未采纳的 2 份属
于矿产资源保护领域袁引起省院和
市院的关注遥
去年袁该院接到塘蓬镇辖区内
非法开采花岗岩行为死灰复燃的
情况报告后袁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遥 2017 年 10 月袁刘真才先后两次
会同市国土局尧塘蓬镇负责人实地
调研袁现场察看开采场尧走访当地
群众尧明察暗访岩石加工厂尧召集
有关单位座谈袁最终形成一份野关
于塘蓬镇非法开采花岗岩的现状尧
危害尧原因及其整治措施的调研报
告冶遥 报告报送市委和市政府相关

石 城 镇 菜 埇村 合 力 建 设 新 农 村

本报讯 渊通讯员庞景周冤日
前袁石城镇菜埇村机声隆隆袁两台
钩机同时分头作业袁 村庄一片欢
腾袁 该村新农村建设工作正式拉
开帷幕遥

菜埇村是石城镇罗笛埇村委
会下辖的一条自然村袁共有 500 多
人遥 虽然交通便利袁自然生态环境
好袁但村集体经济底子较薄袁目前
该村村道还没硬底化袁是省定我市

640 条贫困自然村之一遥 村民们都
渴望改变贫困落后面貌袁向往美好
的生活遥 自去年 11 月 7 日我市召
开精准扶贫暨新农村建设工作会
议后袁 该村全面贯彻会议精神袁迅

速行动袁干字当头遥 在村干部的带
领下袁组织力量对村庄未来发展做
了周密的规划遥 与此同时袁在各级
移民部门的支持下袁先期对村庄进
行野三清理尧三拆除尧三整治冶工作袁
拉开了新农村建设的序幕遥
笔者在现场看到袁野大家一条
心袁建设新农村冶尧野建设新农村袁倡
导新生活冶 等醒目横幅随处可见袁
建设新农村气氛浓厚遥经过一番清
理袁 旧村场的杂竹杂木被清理掉
了袁 破烂的房屋被挖倒推平了袁整
个村场更加开阔了遥虽然在清理过
程中涉及到个别村民利益袁但他们
都表示支持创建新农村工作袁舍小
家为大家遥
野清理整治后袁下步工作先装
好路灯袁然后逐步完善环村大道等
路网袁以及建设假山尧乡村公园和
两个湖泊袁争取把我们菜埇村打造
成为宜居宜游的美丽新农村遥 冶该
村村长庞星周说袁接下来袁该村将
按照目标任务分步实施既定目标袁
开展村道硬底化建设袁绿化美化村
庄袁建设文化娱乐设施袁全面加快
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创建步伐
图为钩机清理旧村场旧房杂
物遥
庞景周 摄

职能部门袁 对非法采矿行为监督公
安机关立案 4 件 4 人遥
在该院监督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的四宗非法采矿案中袁 已查明犯罪
嫌疑人并有充分证据的有两宗袁其
中一宗的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
留袁另一宗的已上网追逃曰已查明犯
罪嫌疑人但未有充分证据的有一
宗袁正在调查取证遥
2017 年袁该院在控申案件中发
掘并成功办理了督促市环保局监管
良垌镇某重点工程项目污染案曰在
公诉案件中发掘并成功办理了督促
监管许少萍等人非法采矿案等遥 今
年袁 该院通过媒体了解到鹤地水库
出现非法采砂现象后袁 将其作为发
掘到的线索跟进了解遥
为产业发展提供司法保护
去年袁我市发生了一起野诈骗电
饭煲案件冶袁被告人梁某多次通过微
信向石城一电器厂的黄某下达电饭
煲订单袁 黄某按其条件生产电饭煲
后袁先后将 5 批次价值 81 万元的电
饭煲发送至梁某指定的收货人和地
点遥 梁某收到货后袁 除了支付小部
分货款外袁 在明知账户没有足够资
金的情况下袁以中山市某电器厂名
义开出空头支票袁骗取黄某财物遥
该院依法对梁某提起公诉袁指
控被告人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袁
签发空头支票及签发与其预留印鉴
不符的支票袁骗取财物袁数额巨大袁
行为已触犯刑法袁 应以票据诈骗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遥
这是该院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
济秩序犯罪的一个缩影遥 该院服务
我市产业发展计划袁为我市打造野中
国小家电产业基地冶提供司法保护遥
2017 年袁该院批准逮捕侵犯商标权
犯罪案件 6 件 8 人袁 提起公诉 5 件
5 人袁 有力震慑侵犯知识产权等破
坏经济秩序犯罪袁 维护了知名企业
的合法权益袁 护航廉江中小企业走
创新发展之路袁为支持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奉献了检察力量遥

开展路域环境
整治大行动保
障公路安全
本报讯渊记者林梅英 通讯员
尤永富冤近日袁市交通运输局尧市国
土资源局尧湛江市公路管理局廉江
分局尧石城镇政府尧城南派出所等
部门组织联合执法袁开展路域环境
整治大行动遥
该次行动重点对 S286 线廉江
市实验学校至扶岭桥路段尧S287 线
大垌村路段公路两边的乱搭建尧乱
摆卖尧违法设置广告牌尧违章建筑
物尧构筑物等公路路政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集中专项整治遥 在执法过程
中袁联合执法队伍坚持教育引导优
先袁积极引导居民认清违法行为的
危害性袁提高法律意识袁主动消除
违法行为袁合力营造良好的交通运
输环境遥
这次联合执法行动袁共拆除清
理违法设置的广告牌 43 个袁棚屋 7
间袁铁皮屋 1 间袁摆卖水果摊档 20
个遥 通过清理袁该两条路段的路域
环境得到有效改善遥

电话：6673106

招租公告
根据叶廉江市市直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出租办公用房和临街铺面
管理及处置实施细则的通知 叶渊廉
府办也2010页21 号冤要求袁经研究决
定袁我单位对位于廉江市五一路 8
号铺面渊共 5 个铺面冤进行对外公
开招租袁 有意者请于 2018 年 3 月
8 日至 14 日 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

外冤正常上班时间到我单位办公室
索取具体招租办法和报名袁逾期报
名不予受理遥
特此公告遥
单位地址院廉江市五一路 1 号
市委大院内
联系电话院6616622
中共廉江市委政法委员会
廉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2018 年 3 月 8 日

寻亲启事
遗失
声明

廉江市廉城芳芳保健按摩中心遗失 叶营业执照曳
正本袁注册号院440881600276882 袁现声明作废遥

遗失
声明

廉江市石城镇黄茅根村 5 号 102 房陈宇宁遗失廉江市公安局签发户口簿
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颈镇大田村 95 号林芷江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6 年签发的身份
证袁声明作废遥

廖敏合袁女袁廉江市石岭人袁黄小琼于
2012 年 3 月 7 日于石岭医院大门口捡到一
名女婴袁现登报寻找其亲生父母袁自登报之
日起 60 天内袁该婴儿的亲生父母或其监护
人凭身份证和所在单位或村渊居冤民委员会
证明与黄小琼联系认领遥 逾期袁视作弃婴依
法安置遥
联系电话院15219584722
黄小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