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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行 2018 年重点项目动渊竣冤工仪式

推动橙乡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渊记者李文静 肖挺冤9
月 28 日袁 我市在龙健主会场举行
2018 年重点项目动渊竣冤工仪式袁集
中展示我市重点项目建设成果袁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遥 林海武尧吴群忠尧
李世东尧吴永光等市四套班子领导
以及法检两长袁各镇街尧市直单位
有关人员参加活动遥 市委书记林海
武 宣 布 我 市 2018 年 重 点 项 目 动
渊竣冤工仪式开始袁市委副书记尧市
长吴群忠为动渊竣冤工仪式致辞遥
吴群忠说袁去年我市实现生产
总值 530.67 亿元袁 规上工业产值
607.15 亿元袁 固定资产投资 491.46
亿元袁综合竞争力在全国县域经济
排第 220 位袁在全国县级城市消费
力排行榜位居第 93 位袁 中国小家
电产业基地成功落户廉江遥 这次又
有 16 个重点项目动工竣工袁 将推
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遥
大家要提高站位袁牢固树立全市一
盘棋的思想袁既要各司其职袁又要
团结一致袁全力以赴推动各重点项
目早日完成曰要实行市领导联系重
大项目机制袁各单位尧各部门多到
项目一线考察尧办公袁确保项目如
期推进曰要持续深入推进野放管服冶
改革袁优化政务服务事项袁为群众
和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遥 同时袁
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袁吸引更多的
优质项目到我市落地袁助力我市发
展再上新台阶遥
市领导林海武尧吴群忠尧李世

廉江田园寨
农业观光庄园
开园迎客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冤9 月 28
日上午袁 廉江田园寨农业观光庄
园举行盛大的开园迎客仪式遥 原
湛江市委常委尧 原湛江军分区司
令员杜春富袁 湛江市关工委主任
刘菊袁湛江市旅游局长彭晖袁我市
领导吴永光尧王院忠尧钟承光尧林
家春以及相关部门领导出席开园
仪式遥
吴永光宣布项目开园袁 林家
春主持开园仪式遥
廉江田园寨农业观光庄园是
一个综合性生态农业观光园袁是
我市贯彻落实国家 乡村振 兴战
略袁 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打造
生态宜居橙乡的目标紧密结合袁
充分挖掘本地特色资源优势袁实
施野生态文明工程冶袁打造特色生
态观光游项目的重点工程遥
该项目位于廉城北部袁 距市
区 9 公里袁交通方便袁山清水秀袁
项目总规划面积 10230 亩遥 主要
项目有农业观光度假区尧 主题花
海景区尧生态养老度假区尧户外露
营区以及茶园种植基地尧 野生桃
金娘基地袁因地制宜袁营造自然本
色与和谐人居环境度假模式遥

东尧吴永光尧陈典聪尧邓观康尧黎亦
鸿尧李留霖尧王院忠尧关维荣尧林小
宁一起为项目触屏启动遥 市委常
委尧 常务副市长黎亦鸿主持仪式袁
介绍我市 2018 年重点项目情况袁
重点项目代表作表态发言遥
随后袁市领导及相关部门人员
分头到各个项目现场袁参加动工竣
工仪式遥
市领导林海武尧李世东尧陈典
聪尧关维荣尧李玲尧李家军尧江浩明尧
崔军尧林炳坤尧王丽峰参加遂六线
廉江市区路段改造项目竣工通车
仪式遥 市委书记林海武宣布项目竣
工通车袁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尧
主任李世东介绍项目情况袁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家军主持仪式遥 该
项目竣工通车袁标志着我市东扩西
拓尧 城市扩容提质进入全新阶段袁
将对我市城乡融合尧 提升品味尧促
进流通发挥重要作用遥
市领导林海武尧关维荣尧李玲尧
李家军尧黄生尧王丽峰参加市妇幼
保健院异地迁建项目动工仪式遥 市
委书记林海武宣布项目正式动工袁
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关维荣主持
仪式袁 副市长黄生介绍项目情况袁
项目施工单位代表尧项目监理单位
代表分别作表态发言遥 市妇幼保健
院迁建工程项目是我市重点民生
工程袁将进一步加快我市医疗基础
设施建设袁有效提升我市医疗服务
能力尧缓解医疗资源紧张状况遥

16 个重点项目在掌声中启动 郭龙碧 摄
市领导黄生尧王丽峰参加市中
医院异地迁建项目动工仪式遥 副市
长黄生宣布项目正式动工袁市卫计
局长李启迪介绍项目情况遥 该项目
按照国家二级甲等中医院标准建
设袁计划 2020 年 12 月竣工遥
据了解袁本次我市动渊竣冤工项
目共 16 个遥 其中动工项目 13 个袁
分别是廉江市妇幼保健院异地迁
建项目尧廉江市中医院异地迁建项

目尧廉江市人民大道西延伸线建设
工程尧 廉江市九洲江大道延伸线
渊含廉林路冤建设工程尧广州厚之琦
音响有限公司尧广东龙健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尧 广东龙正木器有限公
司尧廉江市佳得瑞电器实业有限公
司尧广东美王电器集团尧广东中天
电器有限公司尧廉江市风顺电器有
限公司尧 廉江市鸿库实业有限公
司尧 廉江市美盛科技有限公司袁总

人民大道西延伸线
九洲江大道延伸线
本报讯 渊记者林梅英冤9 月 28
日上午袁我市人民大道西尧九洲江
大道渊含廉林路冤建设工程举行动
工仪式遥 市领导李世东尧陈典聪尧江
浩明尧崔军尧林炳坤以及市直尧镇街
相关领导参加动工仪式遥
动工仪式上袁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尧 主任李世东宣布项目动
工袁市委副书记尧政法委书记陈典

聪介绍项目情况袁副市长尧公安局
长江浩明主持动工仪式遥 人民大道
西延伸线全长 2.3 公里袁总投资约
1.36 亿元袁设计标准路宽 40 米袁按
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遥 该项目东起
创业路口袁 向西经过九洲江大道袁
终点与北部湾大道相交遥 九洲江大
道延伸线渊含廉林路冤建设工程起
点位于我市西郊的九洲江大道北

投资 59.19 亿元袁 预计年产值 42.5
亿元袁提供就业岗位 5360 个遥 竣工
项目 3 个袁分别是遂六线廉江市区
路段改造项目渊廉江市北部湾大道
三期工程冤建设工程尧广东汇海农
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渊50 万吨高端
饲料生产冤尧 廉江市田园寨农业观
光庄园袁预计每年新增工业产值 12
亿元袁新增农业及旅游产值 1000 万
元遥

项目动工

与创业北路尧 中环四路交叉口处袁
终点与北部湾大道一期连接曰廉林
路起点位于廉安中路与石城大道
交叉口处袁 路线呈由北往南走袁终
点位于麻熟村南面袁建设道路总长
度约 6.2 公里袁 总投资 2.93 亿元遥
其中袁九洲江大道延伸线创业路至
石城大道段长约 2.5 公里袁按双向
六车道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袁道路

红线宽度为 60 米遥 廉林路长度约
2.3 公里袁 按双向四车道城市次干
路标建设袁道路红线宽度为 40 米遥
这两个工程建设完成后袁对改
善我市交通路网尧 方便交通出行袁
拓展城市框架袁加速产业尧城市融
合具有重要意义袁为我市加快建成
环北部湾县域交通枢纽袁加速融入
北部湾经济圈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沙塘工业园四大重点项目集中启动
本报讯 (记者徐广珍 谢添
俊)9 月 28 日上午袁 礼花漫天尧礼
炮齐鸣遥 我市在沙塘工业园举行
四个重点项目动工仪式袁 为国庆
献礼遥 市领导黎亦鸿尧林小宁尧黄
培栋以及我市企业代表三百多人
出席仪式遥
在沙塘工业园区内袁 广东佳

德瑞电器有限公司尧 广东美王电
器有限公司尧 广东中天电器有限
公司尧 廉江市风顺电器有限公司
都是我市的重点项目遥 其中袁广东
佳德瑞电器有限公司总投资 1.5
亿元袁占地面积 35 亩袁以研发尧制
造鼓型锅等小家电为主袁 是目前
中国最大的商用鼓型锅生产基地

企业之一遥 广东美王电器有限公
司总投资 3.5 亿元袁 用地面积 32
亩袁主要从事生活小家电的研发尧
生产和销售袁是集新产品开发尧模
具制造尧冲压喷涂尧成品生产为一
体的大型生产企业遥 广东中天电
器有限公司总投资 2 亿元袁用地面
积 50 亩袁是集产品研发尧制造尧销

售于一体的大型家用电器企业遥
廉江市风顺电器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4 年袁总投资 1 亿元,用地面积
27 亩,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电饭煲内
胆尧 电压力煲内胆生产基地企业
之一遥 这些项目集中动工袁对进一
步优化我市产业结构袁 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有着深远影响遥

金山工业园迎
来发展好时机
本报讯渊记者李廷赋 郭龙碧冤
9 月 28 日上午袁我市领导尧嘉宾尧公
司员工数百人相聚在金山工业园袁
隆重举行廉江市鸿库实业有限公
司尧廉江市美盛科技有限公司尧廉江
市汇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动渊竣冤工
仪式遥 市领导吴群忠尧邓观康尧李留
霖尧陈亚德等以及三家公司董事长尧
众多嘉宾出席遥 吴群忠尧邓观康尧李
留霖尧 陈亚德等领导以及企业代表
共同推动启动杆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
吴群忠宣布项目动 渊竣冤 工仪式开
始遥
吴群忠在发言中表示袁 这次全
市 16 个重点项目动渊竣冤工袁将迎来
发展好时机袁 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再
上新台阶遥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秉承
野客商至上袁全程服务冶的理念袁对企
业持续提供野保安冶野保姆冶野保险冶一
条龙服务袁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袁促
进项目快突破尧快推进尧快建设遥 开
工竣工仪式由市政府党组成员尧经
济开发区党委书记尧 管委会主任吕
雪主持遥 廉江市鸿库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麦树平代表投资企业发言袁
介绍企业的投资经营情况袁 对在廉
江投资发展充满信心遥
据了解袁 廉江市鸿库实业有限
公司计划在我市投资建设三个项
目袁本次一个项目动工遥 位于金山产
业集聚地的项目投资 3 亿元人民
币袁用地面积 132 亩袁主要用于建设
东盟果品加工厂遥 项目建成投产后袁
年总产值可达 11 亿元人民币袁年上
缴税 5500 万元袁 提供就业岗位 460
个遥 工厂内建设封闭透明的参观旅
游通道袁设立产品展示厅遥 该项目填
补了廉江市工厂旅游业的空白袁同
时带动廉江市旅游业的发展袁 促进
经济收入遥
廉江市美盛科技有限公司现项
目本次动工袁用地面积 40 亩袁建筑
面积 6 万平方米遥 预计总投资 1.8
亿元人民币袁 建成后年产值达 3 亿
元人民币袁税收 900 万袁提供就业岗
位 1600 个遥 公司生产制造动漫科技
产品袁创意创新产品袁新材料产品遥
产品主要销售市场有中国尧欧洲尧北
美尧澳洲尧日本尧韩国尧俄罗斯尧巴西尧
墨西哥等地遥
廉江市汇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是本次竣工投产项目遥 该公司用地
面积 88 亩袁有道路尧配电尧给排水尧
绿化等配套附属设施遥 总投资 2.5
亿元人民币袁 每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1 亿元人民币袁税收 1000 万元人民
币 袁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3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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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湖山庄举行首届国庆狂欢派对 “红薯香猪杯”
摄影比赛举行颁奖仪式

本报讯渊记者郭龙碧冤国庆节
来临之际袁龙湖山庄将举办首届国
庆狂欢派对袁市民可免费参与游戏
领取门票遥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袁此
次活动从 10 月 1 日-7 日连续举
办 7 天袁每天都有众多精彩纷呈的
趣味节目遥 其中袁有大鲸鱼就是儿
童的超级大乐园袁巨大的鲸鱼肚子

里面有波波球尧小海豚尧跷跷板尧碰
碰球尧充气滑梯等各种玩具袁国庆
带娃必备首选遥 惊险的特技表演袁
炫目灿烂的灯光袁3D尧立体尧激光尧
虚幻成像尧超震撼水幕大秀袁形态
各异的影像袁在水面展现袁就像一
幅美丽迷人的画袁带着心爱的她一
起来欣赏吧遥 一场场独特奇妙的近

景炫酷魔术秀尧 火爆香艳模特尧逗
趣小丑精彩互动表演等袁野赢冶国庆
赏龙湖美景袁舒缓假日心情遥
据了解袁现龙湖山庄天悦湾有
少量稀缺美墅在售袁二期天玺湾即
将盛放袁232-258㎡九房山湖美墅袁
VIP 火热认筹中遥
图为龙湖山庄售楼中心遥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 郭龙
碧冤近日袁市焱龙食品有限公司在
塘山路 35 号红薯香猪猪肉销售点
举办野红薯香猪杯冶摄影比赛颁奖
仪式袁一等奖奖品是一头 250 斤重
的红薯香猪遥
野红薯香猪杯冶摄影比赛吸引

全省摄影师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袁
收到 150 多名摄影师和爱好者投
来作品 1500 多幅渊组冤遥
经主办方组织资深摄影师按
照征稿内容范围要求袁认真评选评
出一等奖 1 名袁二等奖 2 名袁三等
奖 5 名袁优秀奖 20 名遥 获奖作品具

有丰富的内涵袁浓厚的时代气息和
人文特色袁 表现形式新颖多样袁并
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遥
图为颁奖仪式现场
郭龙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