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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议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冤4 月 26
日袁我市召开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
议袁部署开展基层组织力野抓落实尧
补短板冶行动各项工作遥
市委常委尧常务副市长尧组织
部长黎亦鸿袁 市委组织部有关领
导袁各镇渊街冤党渊工冤委书记尧分管
党群工作副书记尧组织委员袁农垦
厂渊场冤组织科长袁市直机关工委书
记袁野抓落实补短板冶行动相关单位
负责人袁以及市委组织部挂点各基
层党渊工冤委组织员等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黎亦鸿要求袁开展好基
层组织力野抓落实尧补短板冶行动及
基层党建工作袁 一要提高政治站
位袁切实强化增强基层组织力的认
识遥 各基层党渊工冤委务必强化野抓
好党建是本职袁 不抓党建是失职袁
抓不好党建是渎职冶的意识袁将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尧省委尧市委
的决策部署上来袁以提升基层组织
力为重点袁以抓落实尧补短板为主
要内容袁 把基层党建工作抓牢袁抓
出实效遥 二要明确目标任务袁切实

强化野抓落实袁补短板冶的部署遥 坚
持做到高位推动袁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曰坚持实事求是袁对标推进曰明确
工作时间和任务节点袁将各项工作
明确到位袁责任压实到人袁确保各
项工作按时高质量扎实推进遥 三要
明确工作重点袁切实强化野抓落实袁
补短板冶工作措施遥 要落实好政治
建设尧组织建设尧组织生活三大任
务袁着力补齐带头人队伍尧党员作
用发挥尧基础保障尧基层治理尧主责
主业尧奖励激励等六大方面的野短

磨破嘴皮终不悔

板冶遥 四要坚持问题导向袁切实增强
野抓落实袁补短板冶的实效遥 要及时
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袁列出问题
清单袁细化整改措施袁明确整改单
位及负责人尧明确整改时限袁形成
针对性整改方案袁从严对标整改整
顿遥 五要加强督促指导袁切实强化
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落实遥 各级要着
力构建常态化督导机制袁增强基层
党建工作督导力度袁倒逼各项工作
责任的落实袁切实把我市基层党建
工作重点任务抓好尧 把 野短板冶补

齐尧补强袁实现全市基层党建工作
全面进步尧全面过硬袁为我市经济
社会等各项事业高速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遥
会议传达了中组部基层党建
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精神袁解读了
叶关于开展基层组织力野抓落实尧补
短板冶行动的方案曳袁并对 2018 年
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进行具体部署遥
石城尧安铺尧营仔等镇渊街冤主
要领导作党建工作情况发言遥

真情大爱写人生

要要走近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李亚胜
要

廉江大道上大拉横额, 阻碍交通,
情绪激动,围困该酒吧遥 当时袁李亚
胜身患重感冒袁高烧 40 度袁正躺在
医院输液袁接到电话后袁他二话不
说袁马上拔下针头袁赶赴现场袁维护
现场秩序袁做好劝散工作袁随后召
集当事各方经过多次的调解,终于
使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成功地平息了此事件遥 正在高烧中
的李亚胜却晕倒在调解室中遥 当事
人双方目睹这一幕后都深受感动袁
先后给李亚胜送来锦旗遥
善解疙瘩袁群众野司法 110冶
野谢谢袁谢谢遥 冶罗州街道新北

社区下东经济合作社的几位农民
紧紧握着李亚胜的手连声说遥 原来
该经济合作社修改年终红利分配
的规则袁其中关于外迁人口能否享
受红利的内容袁引起了纠纷遥 李亚
胜闻讯后袁 马上率队深入了解情
况袁经过两个多月的摸底调查和调
解袁终于拿出了一个合理的分配方
案袁一场纠纷化为无形遥
野有问题袁找胜哥遥 冶成了当地
老百姓的口头禅遥 在当地群众的眼
中袁李亚胜是个野热心肠冶袁群众间
有什么大小矛盾袁只要找他袁几乎
没有解决不了的遥 仅 2009 年袁他处

理完非正常死亡的案件 12 宗,有
效控制了群众械斗尧围攻等群体性
事件及民事转化为刑事的苗头;连
续作战 10 天解决了持续七年之久
的南街经济合作社社务矛盾;划清
了梁屋地村及小江边村两条城中
村将近一个世纪的土地争议,使两
条相邻城中村握手言和,签订了土
地归属协调曰协调市直机关局化解
罢市尧摆工和过失伤害纠纷等多种
案件;协调各社区及企事业单位调
解纠纷 30 多宗遥
三调联动袁创新方法破解难题

李亚胜常提醒自己袁在调解纠
纷时袁保持一颗野责任心冶袁深入细
致的掌握实情袁 对纠纷双方负责袁
对人民调解工作负责曰 保持一颗
野真心冶袁稳定当事人的情绪袁把真
心当作联系当事人的纽带尧取得当
事人信任的前提和保障袁架设起沟
通纠纷双方的连心桥曰 保持一颗
野公心冶袁 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袁
明辩事非袁 宣传有关法律法规袁增
强当事人的法律意识袁引导他们通
过正常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遥 因
此袁他积极探索以人民调解为基础
和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
解, 对接联动 (以下简称 野三调联
动冶)的工作机制袁充分发挥人民调
解尧司法调解尧行政调解三大调解
优势袁建立并努力推进野三调联动冶
的深入进行遥 2007 年以来,以市政
建设拆近尧街道集体企业重组遣散
等各类重大疑难纠纷为突破口,加
强三调联动,矛盾纠纷发生率呈现
逐年下降趋势袁 实实在在的成效,
使全街道干部群众切切身感受到
了调解工作的独特优势, 体会到
野三调联动冶带来的好处,调解理念
在全社会逐步树立起来, 形成了
野有矛盾,找调解冶尧野要和,抓现解冶
的共识和氛围遥
罗州街道的领导说袁李亚胜作
为一名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二十多
年的基层人民调解员袁为了能够有
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袁他始终
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为己任袁坚持用真情消除
隔阂尧用劝导化解仇怨尧用法律明
辩事非袁成功预防和化解了很多小
到鸡毛蒜皮尧大到人命关天的矛盾
纠纷袁 为罗州街道乃至廉江的稳
定尧平安尧和谐做出了贡献遥
图为李亚胜在查阅卷宗
揭英隆 摄

关于敦促涉黑涉恶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

关于举报涉黑涉恶腐
败问题线索的通告

为切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叶关于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曳精神和省委尧
湛江市委及我市市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会议决策部署袁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袁现根据党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袁按
照挺纪在前尧宽严相济的执纪原则袁市纪委尧
市监委敦促本市涉黑涉恶公职人员 ﹝含村
渊居冤委会尧村渊居冤民小组干部﹞认清形势尧丢
掉幻想袁主动交代问题袁争取宽大处理遥 特就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院
一尧对涉嫌违反党的纪律袁背后参与尧组
织尧领导涉黑涉恶活动袁放纵包庇黑恶势力袁
为涉黑涉恶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尧泄露机密尧干
扰调查尧包庇袒护袁甚至充当野保护伞冶尧野黑后
台冶的公职人员袁限期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袁到市纪委尧市监委主动
交代涉黑涉恶违纪违法问题遥
二尧对在本通告规定时限内到市纪委尧市
监委主动交代本人违纪违法问题袁 检举同案
人或者其他人应当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或者法
律追究的问题袁 经查证属实的曰 主动挽回损
失尧 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
生的曰主动上交违纪违法所得的曰有其他立功
表现的袁依纪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分遥
三尧由于特殊原因袁本人不能在规定期限
内到市纪委尧 市监委主动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的袁可以委托他人先代为说明或者先以信函尧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叶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通知曳精神,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问责的职
能作用袁全面深入排查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袁坚决打赢我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袁特通告如下院
一尧举报对象
党员干部及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袁含村(居)委会尧村
(居)民小组干部遥
二尧举报内容
(一)党员干部和其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把持基层政
权袁操纵破坏基层选举曰垄断农村资源袁侵吞集体资产曰利用
家族尧宗族势力横行乡里尧称霸一方曰在征地尧租地尧拆迁尧工
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袁勾结黑恶势力煽动闹事尧侵害群众安
全和利益等问题遥
(二)党员干部及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放纵尧包庇甚至
为黑恶势力充当野保护伞冶的问题遥
(三)党委和政府尧政法机关尧相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袁在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工作不力尧失职渎职的问题遥
渊四冤其他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遥
三尧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院0759-6624111 曰举报地址院廉江市纪委监委信
访室(廉江市五一路 1 号)袁邮编院524400遥
欢迎广大人民群众以来信尧来电尧来访方式向市纪委尧市
监委检举揭发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遥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遥
中国共产党廉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廉江市监察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7 日

电话等方式交代违纪违法问题袁 并于其后十
五日内到市纪委尧 市监委如实交代本人违纪
违法问题的,认定为主动交代遥
四尧对在规定期限内袁拒不交代问题的曰
以及本通告发布后仍不收敛尧不收手袁顶风违
纪违法的袁 一经查实袁 依纪依法从严从重惩
处遥
五尧 涉嫌违纪违法公职人员的亲友应积
极配合做好敦促尧规劝工作袁督促其主动交代
问题袁争取宽大处理遥
六尧 欢迎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袁市纪委尧市监
委对检举揭发或提供相关问题线索的予以保
密曰对打击报复举报人员和协查人员的袁依法
追究相应责任曰对泄密的袁根据情节轻重袁追
究责任遥
七尧市纪委尧市监委设立公职人员主动交代违
纪违法问题受理中心袁负责受理主动交代尧举
报事宜遥
受理中心地点院廉江市纪委监委信访室(
廉 江 市 五 一 路 1 号 )遥 联 系 电 话 院0759 6624111遥
特此通告遥
中国共产党廉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廉江市监察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7 日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特约通
讯员王德斌 张思燕)4 月 28 日袁
我市组织住建尧国土尧环保尧城北街
道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袁 对位
于城北街道大塘村委新屋村老虎岭
附近袁 占地 120 亩的一间非法砖厂
依法进行强制拆除遥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 该砖厂已经
被围闭起来袁 三台钩机正进行拆除
作业袁执法人员在一旁监督指导袁对
该砖厂的工棚和机器进行清拆遥
据了解袁 该砖厂是廉江威发建
材有限公司租用新屋村集体土地袁
于 2013 年开建袁 主要生产环保空
心砖尧 陶瓷建筑用砖袁 由于证照不
齐袁数次被当地政府责令关闭遥
砖厂方称袁 其生产的是环保空
心砖和陶瓷建筑用砖袁 前段时间已
投入巨资搞技改袁 生产符合环保要
求袁证照目前正在跑程序申办遥 而我
市市委尧市政府则表示袁对群众举报
的污染问题要一查到底袁 对于证照
不齐袁手续不完备的企业袁发现一间
查处一间袁绝不手软遥

文明在身边
传递正能量

本报记者 揭英隆
有人说调解工作是 野跑断腿袁
磨破嘴冶的苦差袁但李亚胜说袁野带
着热情与感情去做事袁你就不会感
到烦遥 从事人民调解工作袁最需要
的是耐心遥 冶作为人民调解员袁无论
是在职袁还是退休后袁李亚胜总是
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遥
今 年 已 63 岁 的 李 亚 胜 袁 于
1993 年从部队转业回来袁 被安排
到廉城渊罗州街道冤司法所工作袁直
到 2016 年退休袁 一干就是 23 年袁
退休后又回到调解岗位继续为民
服务遥
不变承诺袁换来邻里和谐安宁
野李亚胜之所以能做好群众工
作袁成功化解各种矛盾纠纷袁除了
群众信任之外袁与他的工作信念是
分不开的遥 冶罗州街道的领导如是
说遥
李亚胜每年调解和参与调解
各种民间纠纷 80 多宗,20 多年来
累 计 调 解 2000 多 宗 , 调 解 率 达
100%,成功率 98%以上,没有因调解
不及时,方法不得当尧用法律条文
不正确导致矛盾激化或民转刑事
事件的发生遥 他曾被司法部授予
野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冶荣誉称号袁
他还被评为广东省安置帮教先进
个人尧湛江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
人渊6 次冤袁湛江市野十佳司法所所
长冶和荣立湛江市司法系统个人三
等功一次遥
野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袁但恐诚
心未至遥 只要你站得正袁断的公袁付
出真情袁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遥 冶皮
肤黝黑尧身材魁梧尧声若洪钟的李
亚胜工作上十分周到细致遥 在处理
每一宗纠纷中, 他总是想方设法尧
用心尧 用情努力化解矛盾纠纷,把
和谐的种子播撒在基层的土地上遥
2009 年 7 月,辖区内的来龙阁
酒吧发生了一起女啤酒推销员死
亡事件,死者家属纠集上百群众在

我市依法取缔
一间非法砖厂

本报讯 渊记者罗章冤野现在社会
上还是好人多啊浴 冶5 月 5 日袁中山
六路一名老人开摩托车载重摔倒被
救起袁引来一片赞美之声遥
当日中午 10 时许袁 一名 60 多
岁的老人开着一辆男装摩托车经过
中山六路袁 车上载着一包麦麸和一
包化肥袁重二百斤遥 当开到中山六路
石云汽车修理厂附近时袁 前胎不慎
爆炸袁 老人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路
中间袁 摩托车和重物把老人的右腿
死死压住袁动弹不得遥 危难之时袁经
过此路段的市文广新局干部苏延欣
见状立即赶上前去救助袁 帮助老人
移开重物把腿抬出遥 所幸所载重物
为软体物品袁老人没有造成重伤袁苏
延欣热心地把老人扶到路边安置
好遥 此时袁另外一名中年男子也跟着
赶过来袁 协助苏延欣把损坏的摩托
车及重物移至路边安全地带袁 路过
的群众纷纷为他们点赞遥 老人感动
地说:野这两个同志真系无错得浴 冶

罗州街道团工
委组织部分团
干及团员重温
入团誓词活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宋林羽冤5 月 4
日上午袁 罗州街道团工委组织部分
团干及团员观看共青团广东省第十
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式暨全体团代表
重温入团誓词直播活动袁 并与直播
同步进行宣誓遥 团市委有关领导和
该街道辖区 10 个社区团支部书记
及团员代表共 20 多人参加活动遥
团市委有关领导指出袁 这次重
温入团誓词活动不是走过场袁 而是
一次生动的思想教育活动遥 他要求
共青团员要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责
任袁带好头袁起好步袁努力事事争做
榜样袁尽职尽责做好本份工作遥

遗失声明
廉江市罗州街道陈菊遗失叶营业执照曳正尧
副本袁注册号院440881600299149 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
廉江市石城镇罗笛埇村二队 49 号王煜良遗
失廉江市公安局 2006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吉水镇禄充口村一队 70 号阮璐冰遗
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5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城镇三角塘村 37 号杨柳春遗失廉
江市公安局签发的户口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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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