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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市委中心工作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
我市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

湛江市领导到我
市调研党建工作

开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局面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郭龙
碧冤9 月 30 日上午袁 我市召开市委
常委扩大会议袁 全面落实中央扫黑
除恶第 8 督导组督导广东工作动员
大会精神袁切实抓好问题整改袁推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开展遥
市委书记林海武袁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吴群忠等市领导班子成员袁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全体成
员和镇街主要领导参加会议遥 湛江
市委第 7 交叉巡察组组长黄懿列席
会议遥

各界人士向烈
士敬献花篮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 郭龙碧冤
红花无情笑东风袁青山有幸埋忠骨遥
9 月 30 日是我国烈士纪念日袁 当天
上午袁 我市在人民公园烈士墓前举
行敬献花篮仪式袁 深切缅怀革命烈
士袁表达全市人民弘扬烈士精神袁凝
聚筑梦力量的坚定信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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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领导袁市人武部尧市法院尧市检察
院的主要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400 多人参加仪式遥
在雄壮的国歌中袁 领导干部和
社会各界人士一起袁 向烈士默哀致
敬遥 默哀完毕袁少先队员献唱叶我们
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曳遥 林海武代表市
委尧李世东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尧吴群
忠代表市人民政府尧 吴永光代表市
政协分别向烈士敬献花篮袁 市人民
武装部尧市老游击战士联谊会尧转业
复员退伍军人尧 学生代表等也分别
向烈士墓敬献花篮遥 所有参加仪式
的同志依次瞻仰革命烈士墓遥

林海武在会上指出袁今年以来袁
我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尧 湛江市委关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部署袁 持续掀起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新高潮袁 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遥 但我市还存在压力传导不够到
位尧宣传发动效果不够明显尧打击成
效还不够突出尧 重点行业监管还不
够到位尧深挖彻查还不够彻底尧基层
组织建设还不够扎实尧 工作整体合
力还不够强尧 长效机制建设还不够
完善等问题遥要迅速行动起来袁坚决

落实中央督导组工作要求袁 坚持立
说立行尧坚决整改落实袁在目前工作
的基础上持续发力尧步步深入袁不断
开创廉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局
面遥
林海武要求袁 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对标中央扫黑除恶第 8 督导组指
出的全省 12 个共性问题尧 湛江 24
个问题袁以及我市督导发现的 17 个
问题袁加快问题整改的进度袁拓展线
索摸排的广度袁 深化标本兼治的力
度袁强化从严打击的精度袁保持社会

宣传的热度袁 确保中央扫黑除恶督
导组和我市督导发现的问题全面整
改到位袁全部销号遥全市上下要形成
一盘棋袁积极行动袁强化责任担当尧
协调配合尧措施办法尧工作纪律袁确
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进尧取
得实效袁 努力为廉江建设宜居宜业
的北部湾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遥
吴群忠主持会议袁 强调各级各
部门要齐心协力袁 坚决完成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任务袁 以最佳

的工作成效袁回应人民的期盼袁向中
央交一份满意的答卷遥市委副书记尧
政法委书记陈典聪通报我市前期扫
黑除恶工作情况袁市委常委尧市纪委
书记尧 市监委主任邓观康就扫黑除
恶野打伞冶情况作发言袁副市长尧公安
局长江浩明就打击黑恶尧 涉枪等情
况作发言曰 市委组织部就整治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情况作发言袁 市水
务局就非法抽砂情况作发言袁 市市
场监管局就整治欺行霸市情况作发
言遥

我市召开生态环境保护暨污染防治攻坚战大会

保护青山绿水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冤近日袁我
市召开生态环境保护暨污染防治
攻坚战大会袁对抓好中央环保督察
野回头看冶问题整改尧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进行再动员尧再部署尧再落实袁
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袁奋
力抓好生态文明建设袁全面推动廉
江高质量发展遥 市领导林海武尧陈
典聪尧邓观康尧黎亦鸿尧木声隆尧钟
承光尧林炳坤以及市直单位尧镇街尧
企业相关人员参加会议遥
林海武指出袁环境污染防治关
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袁关乎
廉江发展遥 近年来袁我市各级各部
门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尧重大民生工程
和重大发展问题来抓袁抓好中央环
保督察野回头看冶问题整改尧野水气
土冶污染防治尧农村人居环境野三清
三拆三整治冶尧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等方面袁做了大量的工作袁取得了
明显成效遥我市生态环境质量虽然
总体向好袁 但整体发展不平衡袁还
存在压力传导层层递减尧农村人居
环境状况很不平衡尧污染问题整改
未按时完成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进
展滞后尧 环保体制机制还没有理
顺尧全社会共同参与抓环保的氛围
不浓厚等不足遥

留住清甜空气

本报讯渊记者李文静冤近日袁湛
江市委常委尧 组织部部长曹永中到
我市调研基层党建工作袁 要求要注
重发展党员和培养后备干部袁 坚持
为群众办实事尧做好事袁巩固和持续
发挥党建示范点辐射作用袁 提高廉
江党建工作的整体水平遥
当天上午袁 曹永中一行在我市
市委常委尧 组织部长李留霖的陪同
下袁 先后到市市场监管局尧 罗州街
道尧 黄村社区以及橙乡味道有限公
司党支部袁 详细了解机关党建示范
点建设尧街道党校建设尧新兴领域党
建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袁 并提出了指
导性的意见建议遥
下午袁 曹永中一行在我市市委
常委尧 常务副市长黎亦鸿袁 市委常
委尧组织部长李留霖的陪同下袁来到
吉水镇白石村尧石颈镇扬名水村尧石
岭镇竹山背村袁 调研整顿软弱涣散
村党组织尧基层党建示范点尧省定贫
困村党建等工作情况遥 每到一处袁曹
永中与村委干部进行交流袁 详细了
解村党员干部学习尧基层党建阵地尧
村委经济发展等情况遥
曹永中认为我市机关党建示范
点建设工作有亮点尧 有特色尧 有看
点袁街道社区党建设工作成绩突出袁
希望示范点再接再厉袁 继续把支部
建强袁 进一步提高廉江党建工作的
整体水平曰要用好镇街党校资源袁利
用远程教育实现师资共享袁 做好流
动党员管理服务工作袁 扩大党组织
覆盖面曰 网络党支部要始终坚持正
确的舆论导向袁 开展党员亮身份活
动袁做好特色党建示范性阵地曰组织
部门和街道党工委加强对新兴领域
的党建工作的指导袁及时投入经费袁
引导和支持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的
开展遥
曹永中强调袁 要突出基层党组
织的领导地位袁发挥好村野两委冶干
部先锋模范作用袁 抓好农村基层治
理和产业发展袁 做好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工作袁致力带领村民致富遥

图为会议现场 揭英隆摄
林海武强调袁生态环境保护是
功在当代尧利在千秋的事业遥 要准
确把握我市生态环境保护新形势
新问题袁切实肩负起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使命担当遥 要从整改好督
察问题尧守护好水源水质尧防治好
大气污染尧保护好土壤环境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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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固体废物尧 补齐好基础短板尧构
建好治理体系等野七个方面冶聚焦
发力袁全面提升我市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水平遥 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党政同责尧一岗双责袁层层抓
好落实遥 对不担责任尧不抓落实尧不
起作用的袁要严格追究责任遥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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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袁挂图作战袁对账销号袁确
保经得起历史尧 实践和群众的检
验遥 把宣传发动工作做到家喻户
晓尧人人皆知尧深入人心尧凝聚合
力袁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自觉投身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袁共同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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