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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部署开展
粘土砖厂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
本报讯渊记者谭杏娇冤为彻底遏
制毁田烧砖等违法行为袁禁止生产和
使用粘土砖袁有序推进砖瓦行业绿色
发展袁4 月 2 日袁我市召开会议袁组织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粘土砖厂排查整
治专项行动遥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吴群
忠袁市委常委木声隆袁部分镇渊街冤以
及相关职能部门主要领导参加会议遥
吴群忠要求袁 加大整治力度袁加
强日常监管袁加强部门联动袁明确分
工袁疏堵结合袁建立好工作台账袁对顶
风生产尧关而不停的生产企业依法追
究企业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相关责
任遥 要建立长效监督机制袁规范砖厂
管理遥 重点整治无证生产尧不符合各
类规划尧技术落后尧存在安全隐患和
不符合国家规定和政策要求的砖厂袁
确保排查无死角尧无盲区尧无遗漏袁防
止非法砖厂死灰复燃遥

务必扎实做好
森林防火工作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冤4 月 3 日袁
全国国土绿化和森林防火尧 防汛抗
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袁 我市副
市长林家春以及各镇渊街冤尧市直有
关单位负责人在我市分会场收看收
听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推进国土绿化袁是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尧 维护生态安全的
重要举措袁 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尧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曰要
牢固树立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
的理念袁 坚持整体绿化与效益化有
机结合袁 推动国土绿化工作再上新
水平遥
会议强调袁 各地各部门要多途
径增加绿色资源总量袁 科学营造林
草植被袁加强绿化成果保护袁大力发
展绿化富民产业曰 要严格落实森林
防火责任制袁强化灾前防范措施袁完
善应急预案袁科学组织扑救曰要扎实
做好防洪抗旱袁 提前做好汛前准备
工作袁加强精细化预报预警袁提高应
急救灾和隐患排查能力遥
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袁我
省接着召开会议袁 要求各地强化森
林防火主体责任袁采取有力尧有序尧
有效的工作措施袁层层压实责任袁加
强源头管控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袁加
强野外火源管理袁 努力把各种隐患
消除在萌芽状态遥 要加强灾情实时
预警袁实现森林火情 24 小时不间断
探测和自动报警遥

城北街道开展
扶贫慰问活动
本报讯渊记者谭杏娇冤近日袁城
北街道领导干部到石龙尧大塘尧角湖
垌村委开展扶贫慰问活动袁为 45 户
贫困户送去慰问金袁 并鼓励贫困对
象树立信心尧克服困难尧自强不息袁
早日走上脱贫致富道路遥
据了解袁 城北街道扎实开展精
准扶贫工作袁真抓实干袁责任到人袁
帮扶单位认真负责袁资金筹集到位袁
项目实施有的放矢袁 收到了较好的
效果遥 该街道共有贫困户 43 户 104
人袁2017 年完成了年度脱贫 40%袁脱
贫 19 户 48 人袁 帮扶单位自筹扶贫
资金 12.7 万元袁帮扶了 30 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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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窝 村 ：一 条“ 问 题 村 ”的 嬗 变
本报记者 林达琳

走进城北街道角湖垌村委鱼
窝村袁一排排崭新的小洋楼映入眼
帘袁被出租做厂房的楼房内工人们
正忙于生产袁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
象遥 华灯初上袁刚吃完晚饭的村民
有的去逛超市袁有的齐聚村文化楼
聊天下棋袁 有的跳起了广场舞袁一
群小孩则在灯光球场上打篮球袁温
馨和谐袁其乐融融噎噎
野问题村冶的老大难问题
鱼窝村位于城郊结合部袁曾几
何时袁问题层出不穷袁是一条令村
干部头痛尧 令群众叹气的 野问题
村冶遥
农村集体资产是指归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集体所有的
资产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主要财产袁是农民群众多年来辛勤
劳动积累的成果袁 是发展农村经
济尧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物质基础遥 然而袁
以前的鱼窝村袁个人侵占农村集体
资产现象突出遥 有的村民侵占集体
所有的山塘尧山岭和土地袁长达十
几二十年遥 小部分人的腰包鼓起来
了袁大部分人却敢怒不敢言遥 再看
看别人的村子袁发展集体经济如火
如荼袁 美丽乡村建设红红火火袁而
鱼窝村几十年如一日袁 集体经济尧
基础设施建设停滞不前袁出入没有
一条好路袁晚上黑灯瞎火袁泥砖砌
成的破旧厕所东一个西一个袁公共
场所污水横流袁 邻里矛盾纠纷不
断袁村子如同一盘散沙噎噎
涣散的民心急需一个有担当尧
有能力尧 有口碑的带头人站出来袁
将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浴 然而袁村
长这个位置袁已经空缺多年遥 对于
鱼窝村这条有着 240 多户 1100 多
人的村子来说袁野难产冶的村长一直
没有下文袁村民与村民之间就像有
一张牵扯不清的网袁每个人手里牵
着线头袁朝着不同的方向使劲遥
野难产冶的村长选出来了
鱼窝村的历史遗留问题袁该快
刀斩乱麻了浴 一直以来袁角湖垌村
党支部在鱼窝村物色一个有能力尧
公道正派尧勇于担当尧有大局观念尧
有奉献精神的人选袁带领群众走向
幸福生活遥 这时袁四十多岁的梁宾
进入角湖垌村党支部班子的视线袁
他符合所有条件遥 如果他肯扛起鱼
窝村这面大旗袁鱼窝村的历史将会
掀开新的一页遥

鱼窝村的变化翻天覆地袁村民期待明天更美好 林达琳 摄
梁宾是一名实力雄厚的个体
老板袁多年来袁凭着勤劳的双手尧敏
捷的思维和过人的胆识走上致富
的道路要要
要工厂专门生产电磁气
阀袁产品远销各省市遥 然而袁一开
始袁 性格豪爽的梁宾连连摇头说
要他从来没有想过当野官冶袁
野不冶要要
只想着一心一意搞好自己的生意遥
角湖垌村支部书记尧村委会主
任黄日胜多次与梁宾促膝长谈袁做
他的思想工作遥 野一人富不是富袁正
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袁百花齐放春
满园噎噎冶野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
的家乡袁 村子应该大踏步向前发
展袁环境既要变漂亮袁村民也要致
富奔小康袁但是袁逐梦的过程需要
一个人站出来吃点亏受点委屈
噎噎冶 正是这一番话打动了梁宾遥
他不是不热爱自己的家乡袁他不是
不想为村民办实事袁如果他自己花
点时间吃点亏就能彻底改变村子
的面貌袁他愿意浴
由于梁宾平时热心公益袁干事
雷厉风行袁 在村子里口碑很好袁绝
大部分群众投了梁宾一票遥 有些群
众则持观望的态度袁说院野烂摊子哪
有这么容易收拾的钥 选出来不易袁
能够坐稳村长这个位置更难浴 不
信袁走着瞧浴 冶
野新官冶上任三把火
管好尧用好集体资产袁对于壮

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袁改善农业生
产生活条件袁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袁保持农村社会稳定袁都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梁宾这个野新官冶
上任的第一把火袁 就是带领 18 个
村中党员尧干部和代表袁向侵占村
集体利益的人开刀遥
占着村集体山岭的袁占着村集
体山塘的袁占着村集体用地建房出
租的袁一一被收回来了袁而且袁长达
十几二十年的租金也一分钱不少
被收回来了遥 要改革就难免触动一
部分人的利益袁这小部分人在新上
任的村干部的野软硬兼施冶下袁无可
奈何地执行村子新建立的规章制
度袁而这件事在村子里无疑一场大
地震遥 大部分群众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院野被别人吃进去的还能
吐出来钥 冶他们欢喜得奔走相告院梁
宾属虎的袁 对村集体有利的事袁他
挺直腰杆袁谁也不怕浴 选这只野老
虎冶为村长选对了浴
说起来没人相信袁多年前水务
部门将鱼窝水库列为病险水库袁拨
了 80 万元专 款对其进 行 除 险加
固袁 但由于一小部分村民阻拦袁不
让工程车进场施工袁有说风水受损
的袁有说竹木尧猪栏受损的袁硬是把
好不容易申请到的专项资金退回
去袁导致鱼窝水库长年失修遥 梁宾
上任后袁重新申请资金对水库开展

除险加固工程遥 他说袁治理一座病
险水库袁造福一方群众袁否则袁出事
了袁后果不堪设想遥
与此同时袁旧村改造方案也出
台了遥 全体村民签字同意将旧村场
零星地块集中起来袁 统一规划建
设遥 破烂废弃的露天厕所袁填平曰占
地方而影响景观的烂竹头袁 铲掉曰
建排污设施曰绿化尧美化尧亮化噎噎
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遥 收回的租
金建起一幢村文化楼袁建了一个灯
光球场袁还修好了两条水泥路遥 而
改造方案中袁还有更多令村子环境
变美尧 令村民生活变富的具体措
施袁 如邀请专家进行规划设计袁有
市场袁有幼儿园袁有农民公寓袁有配
套休闲及运动场地噎噎
野火车跑得快袁全凭车头带遥 虽
然梁宾的脾气很急躁袁批评起人来
毫不留情面袁但无论村干部还是群
众都对他心服口服遥 尽管我们村子
的美丽乡村建设起步晚袁面临的问
题也不少袁但是我们相信不出三五
年袁村子的变化肯定翻天覆地遥 冶副
村长杨建春信心十足遥
鱼窝村党小组通过调动党员
积极性袁群策群力找项目袁办企业袁
增加村民在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袁还
准备成立合作社袁让村民在村子里
创业袁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
力遥

市 殡 葬 系 统 召 开“ 三 纪 ”教 育 会 议
本报讯渊记者林梅英冤近日袁
市殡改办召开殡葬系统干部 野三
纪冶教育会议遥 市民政局领导班子
成员尧市民政局下属单位负责人尧
各镇渊街道冤殡仪服务站站长参加
会议遥
会议深刻阐述了抓好党纪政

纪法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袁并对党
员领导干部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尧价值观袁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
权力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等进行了
深入探讨遥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上级
有关会议精神袁努力营造风清气正
的殡葬氛围袁 引导群众按程序办

事遥 要强化督查袁切实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遥 要持续高压反腐袁严惩害
群之马袁严厉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
不正之风袁 严格监督执纪问责袁确
保上级政策落到实处遥要落实一岗
双责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落实到位袁确保殡葬行业健康

发展遥 要强化纪律教育袁不断增强
全市民政系统干部的纪律自觉和
规矩意识袁绝对不能腐败袁不能侵
害群众利益袁要做到自查尧自纠袁认
真整改遥

罗州街道打造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新平台
本报讯渊通讯员李健鹏冤近年
来袁 罗州街道综治中心创新管理
模式袁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亮
点突出袁成效显著遥
一是加强站点建设袁 构建管
控服务新平台遥 积极争取上级支
持袁建成了 180 平方米的社区戒毒

廉江市罗州街道办事处在廉江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罗江分社开立的单位基本存款账户袁 账号
为 80020000002342716 袁 遗失 2010 版普通支票一
本 袁 支 票 重 空 号 码 为 270043620601要
270043620625 袁共 25 张袁现声明作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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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石岭镇人民政府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廉江市
支行核发的叶开户许可证曳袁核准号院Z5912000136301 袁
账号院80020000006960250 袁现声明作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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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石岭镇人民政府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廉江市
支行核发的叶开户许可证曳袁核准号院Z5912000116901袁
账号院80020000004834455 袁现声明作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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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石岭镇人民政府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廉江市支
行核发的 叶开户许可证曳袁 核准号院Z5912000075003袁账
号院80020000002363724 袁现声明作废遥

遗失
声明

廉江市城北华宇电脑店遗失 叶营业执照曳 正尧副
本袁注册号院440881600272791 袁现声明作废遥

社区康复工作站袁 并配备管理人
员袁建立了统一管理台账袁夯实工
作站承载功能遥 目前袁工作站设有
谈心谈话室尧心理咨询室尧就业指
导室尧尿检室尧资料室袁初步形成了
立体多维的社区戒毒康复管控服
务平台遥

二是突出宣传教育袁营造浓厚
禁毒氛围遥经常性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袁在全社会
倡导野健康人生袁绿色无毒冶理念袁
形成了浓厚的禁毒氛围遥
三是创新管理服务袁帮助社戒
人员回归社会遥 利用野中心+网格

化+信息化冶管理新模式袁将社区
戒毒工作纳入网格化社会管理服
务体系袁 组建了由社区工作人员尧
驻点民警尧专职社工和家庭成员组
成的帮扶小组袁落实街道尧派出所尧
社区尧家属野四位一体冶的帮教措
施遥

在一系列好事实事的实施过
程中袁角湖垌村党支部按照城北街
道党工委抓基层党建工作部署袁以
提升角湖垌村党支部组织力为重
点袁加大对问题村庄党员的教育管
理力度袁充分调动鱼窝村党小组积
极性袁大力开展宣传教育袁进一步
组织凝聚群众袁使村民们由从不关
心村集体的事袁变成了积极参与讨
论袁纷纷献计献策袁形成了心往一
处想尧劲往一处使的喜人局面遥
给钱给物不如帮建个好党小组
村干部没有职务级别袁他们却
是与老百姓最接近的野官冶袁党和国
家的政策方针要落到地尧 落到实袁
还要这些村干部行动起来袁村子要
发展袁也要这些村干部发挥先进榜
样的表率作用袁而关于村子的大事
小事袁同样需要这些村干部主动作
为遥 如黎湛复线铁路电气化需要建
四个塔位在鱼窝村袁 每个占地约
900 平方米袁 之前一直无法开展征
地工作袁在新上任的村干部的努力
下袁群众最终同意将有关土地交付
给供电部门遥
野给钱给物不如帮建一个好党
小组冶遥 角湖垌村党支部通过物色袁
认定梁宾是鱼窝村今后发展需要
的野领头雁冶后袁在工作上积极支持
其开展工作袁村党支部成了梁宾等
几名新上任鱼窝村干部的坚强后
盾袁提升了鱼窝村党小组的工作活
力和凝聚力遥 多年来的发展袁使村
民真正感受到村党小组是代表广
大村民利益的袁村党小组带领的村
干部是真心为民办实事的袁村民们
认识到跟着村党员干部干是有奔
头的袁幸福生活是有希望的遥
受党组织的影响袁梁宾深深体
会到共产党员崇高的一面袁深深认
识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意味着什
么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袁他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袁 多次递交入党申请
书袁努力做到思想上入党尧行动上
入党尧生活上入党遥 在入党申请书
中袁他这样写道院野我申请加入中国
共产党袁 不是为谋个人升官发财袁
而是要做一个更加有益于人民的
人噎噎冶
野为了鱼窝村的群众袁我们要
干一番事业遥 冶梁宾的话掷地有声袁
他决心和村干部一起带领群众共
同致富袁提高群众素质袁将村庄变
成美丽乡村遥

空巢老人有了
“社区儿女”
本报讯 渊通讯员戴李仙冤野如果
没有街坊邻居的照顾袁 我真不知该
怎么办遥 幸好我们的社区就像一个
大家庭袁我也有一群耶社区儿女爷遥 冶
杨婆婆感慨道遥 塘山路西四横巷的
杨婆婆 80 多岁袁常年独居袁身体虚
弱袁邻居得知情况后纷纷伸出援手遥
杨婆婆的邻居自发组成志愿者
队伍袁经常陪她聊天袁帮忙买菜尧打
扫卫生等遥 罗州街道建设社区干部
也经常到杨婆婆家中袁 关心了解她
的生活需求遥 建设社区党总支书记
叶文表示袁社区一直都很重视尧关心
空巢老人尧孤寡老人这些特殊群体袁
居民之间也互相帮助袁 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为老人家排忧解难遥

寻 亲 启 事
林政翰袁男袁廉江
市石岭镇人袁 林显桦
于 2017 年 2 月 3 日
在廉江市石岭医院附
近捡拾袁 捡拾时约几
天大袁现登报寻找袁自
登报 之日 起 60 天 内
其亲生父母或其监护
人凭身份证和所在单
位或村渊居冤民委员会证明与林显桦联系认
领遥 逾期视作弃婴依法安置遥
联系电话院13798412178
林显桦

廉江市城南街道廉江林场大碑林队
32 号江英华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7 年签
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岭镇虎桥村民委员会石路村
20 号苏广柳遗失廉江市公安局签发户口
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安铺镇港头东环市路 56 号陈
康柱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7 年签发身份
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劳福茂茶业有限公司

地址：廉江市塘山路 103 号

电话：6673106

努力在构建推 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尧 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 尧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 尧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格局上走在全面前列浴

广大人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 袁 积极检举揭发黑恶势力犯罪行为 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