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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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湛江海关关长
到我市调研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省尧湛江市电视电话大会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

改革不停顿
本报讯渊记者林梅英冤10 月 28
日下午袁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尧
湛江市电视电话大会袁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
神遥 市委书记林海武袁市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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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各镇街尧市直单位主要领导参加
会议遥 林海武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推动廉江
的新一轮高质量发展遥
林海武强调袁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袁要
从廉江的实际出发袁 从改革开放尧
企业的转型服务尧城市建设尧改善
民生尧环境保护等十二方面进行思
考遥 一是改革不停顿袁开放不止步遥
二是野一带一路冶遥 廉江要融进北部
湾尧大湾区尧海南的发展中去遥 三是
实体经济是立身之本尧 财富之源遥
四是民企发展大有可为袁前途不可
限量遥 各职能部门要服务好实体经
济尧民营经济袁特别要关注企业怎
么转型尧怎么升级尧怎么上规这三
个方面遥 五是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
事都要办好遥 六是扶贫的路上一个
都不能少袁 要把短板变成潜力板袁
打好扶贫攻坚战遥 七是让城市留下
美好的记忆袁抓好城市建设遥 八是
抓好依法治国袁把诚信建设尧法治
建设尧扫黑除恶结合起来遥 九是注
重品质和质量要求袁廉江是制造大
市袁要思考怎样建立品质廉江遥 十

是注重区域协调发展遥 十一是改善
民生遥 十二是保护环境尧抓好生态
文明建设遥 水是廉江环境保护最大
的难题袁要做到水变清袁抓好水资

开放不止步

源的保护和建设遥 要抓住野土冶资源
保护和建设袁做到绿色尧有机尧生态
化遥 抓住野绿冶袁廉江提出建设生态
园林城市袁 要在绿化这方面做文

章袁让廉江更绿袁花开廉江袁花艳廉
江遥 各部门要从这野十二冶个问题好
好思考袁抓好落实袁努力走在粤东
西北县域振兴发展前列袁建设宜居

宜业的北部湾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遥
图为廉江分会场 林梅英 摄

我市召开精准扶贫脱贫工作推进会

引 导 和 推 动 产 业 项 目 落 户
本报讯 渊记者李廷赋 肖挺冤
习近平总书记在 10 月 23要25 日
视察广东时指出袁产业扶贫是最直
接尧最有效的办法袁也是增强贫困
地区造血功能尧帮助群众就地就业
的长远之计遥10 月 25 日袁我市召开
精准扶贫脱贫工作推进会袁加强产
业扶贫项目规划袁引导和推动产业
项目落户遥 市领导林海武尧陈典聪尧

李留霖尧廖忠武以及各镇街尧市直
有关单位尧禅城区驻廉江工作组领
导参加会议遥 市委书记林海武提出
要提高政治站位袁 明确目标责任袁
打赢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遥
我市精准扶贫脱贫工作开展
以来袁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袁取得可
喜的成绩袁但形势依然严峻袁大数
据库信息录 入工作不够 落实袁住

建尧教育尧民政工作不及时到位袁产
业扶贫尧就业扶贫工作推进不快等
问题依然存在遥 对于下一步工作袁
林海武强调要深入贯彻尧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袁坚决打赢精准扶贫脱贫攻
坚战遥 要提高站位袁高度重视袁全面
检查袁对存在问题立行立改袁严格
落实各种帮扶政策袁确保工作扎实

推进遥 同时袁注重完善扶贫大数据
信息袁及时录入更新建档袁确保信
息更加精准遥 住建尧民政尧教育工作
要抓实做细袁确保到位遥
会议强调袁农业部门尧各镇街
要抓紧组织实施一镇一业尧一村一
品工作袁 加快形成规模扶贫产业遥
具体操作方面袁可以选择合适的企
业袁给予入股尧投资袁解决贫困户入

省生态环境厅
领导到我市调研

厂工作袁让他们有长远的收入遥在确
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袁 结合当地实
际袁加快扶贫资金使用遥要加快推进
新农村建设袁项目要加快实施袁完善
手续尧及时上报遥野三清三拆三整治冶
工作要全力以赴袁 让农户先把自家
的卫生搞好袁把家摆放整齐袁拆掉破
房子建好新房遥大家齐心协力袁一起
把新农村建设得漂漂亮亮遥

“ 中 科 富 硒 廉 江 红 橙 ”横 空 出 世
本报记者 林达琳

一年好景君须记袁正是橙黄橘
绿时遥 十月底袁中国红橙之乡廉江
又即将迎来红橙飘香的美好时节袁
尚未完全熟透的红橙的果皮黄中
泛青袁累累硕果压弯枝头袁果香四
溢袁 在阳光的照耀下煞是好看袁令
人垂涎欲滴袁 只想大快朵颐一番遥
好一片丰收的景象浴
周日袁 记者走进源源红橙基
地袁看到漫山遍野的廉江红橙果树
在秋风的吹拂下摇曳着袁仿佛飘动
的绿丝带袁绿丝带上点缀着点点金
黄袁把山坡装扮得分外妖娆遥 虽然
红橙还没有完全成熟袁果皮还没黄
透袁 黄色的果皮晕染淡淡的绿色袁
但品尝起来甜酸可口袁 味道甚佳袁
已经有部分游客迫不及待慕名前
来野打卡冶袁到源源红橙基地购买红
橙一尝为快了遥
廉江红橙逐渐进入成熟采摘
期袁这标志着红橙采摘旅游观光也
正式进入旺季遥 丰收的喜悦令廉江
市源源红种养有限公司总经理郑
永强的脸上乐开了花遥 五年前袁郑

永强看好农业发展前景袁回到家乡
参与农业的发展袁科学规划尧智能
管理尧规模生产噎噎除了种植廉江
红橙袁还经营花卉盆栽袁为当地农
村注入了一股新的动力遥

位于石岭镇的源源红橙基地
占地面积约 530 亩袁 预计今年产量
100 万斤遥 这个红橙基地与广州市
中科微量元素科学研究院合作袁在
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生态种植尧生态

除草尧物理驱虫袁施环保有机肥袁确
保每一只红橙有机尧富硒尧绿色尧健
康遥 野中科富硒廉江红橙冶是广州市
中科微量元素科学研究院院长李
喜贵带领多位专家袁经多年研究取

本报讯渊记者肖挺冤近日袁湛江
海关关长施宗伟率队到我市调研袁
深入了解我市推进海关服务工作尧
机构改革建设和外贸企业情况遥 施
宗伟一行与我市领导林海武尧 陈典
聪尧关维荣尧黄生座谈袁听取我市对
海关工作的意见建议遥
我市市委书记林海武在座谈中
表示袁 希望在不断做大做强做优我
市外贸行业的同时袁 湛江海关与我
们进一步共享外贸通关数据信息袁
优化通关报批手续袁 加快落地海关
实体办公操作袁降低企业出口成本袁
为我市外贸企业进出口产品报关通
关提供更便利服务遥 我市将一如既
往地落实好国家相关政策袁 支持企
业外贸工作袁一方面紧密联系企业袁
了解企业发展需求袁及时优化服务曰
一方面紧密联系湛江海关袁 加强双
方信息共享袁促进地方发展遥
施宗伟一行参观了湛江海关廉
江办事处袁并前往龙健集团尧华强电
器尧威王电器尧茗皇茶生产基地等外
贸生产企业袁 了解各企业当前的生
产经营情况以及对外贸通关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遥 施宗伟认为廉江社会
经济发展有基础袁有条件袁有优势袁
有潜力遥 他希望我市进一步加强企
业创新袁发挥优势袁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新发展曰 进一步加快农业与
第一尧二尧三产业的融合袁推进现代
农业的振兴发展曰在交通枢纽尧物流
模式尧营商环境等方面下功夫袁推进
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遥
据了解袁2018 年 1要9 月袁 我市
新增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企业
11 家袁全市备案企业总数达 136 家袁
有出口业绩企业共 50 家遥 我市主要
出口木制品尧家用电器尧皮革制衣尧
陶瓷尧海产品袁其中木制品出口额占
全市出口总额 70.34%遥

得的科学成果遥 野中科富硒廉江红
橙冶运用富硒元素谱组方技术袁对廉
江红橙的品质尧 营养和功效进一步
提升袁让廉江红橙具有化渣更彻底袁
橙味更浓郁尧清甜更爽口袁营养更丰
富遥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袁被誉
为野生命之花冶遥 硒参与合成人体内
多种含硒酶和含硒蛋白遥 硒具有提
高免疫力尧抗衰老尧提高生育能力尧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尧糖尿病等袁被科
学家称之为野抗癌之王冶遥 现代人追
求绿色健康的生活品质袁 令有机富
硒红橙在市面上供不应求遥在上海袁
12 只有机富硒红橙能卖 128 元遥
郑永强豪情满怀地表示袁 富硒
农业是富硒产业的基础产业袁 产品
具有营养和健康功能袁 发展富硒农
业对于打造农业发展新优势袁 提升
农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袁他
将一如既往潜心农业袁 为我市进一
步擦亮野中国红橙之乡冶这张名片作
出积极的贡献遥
忙碌的橙姑
林达琳 摄

本报 讯 渊记者肖挺 冤10 月 26
日袁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陈金銮率
队到我市调研袁 强调要落实河长责
任袁全面开展野五清冶专项行动袁打好
环境污染攻坚战袁 让九洲江母亲河
永葆生机袁 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遥
陈金銮一行来到横山镇排里大
桥袁 实地察看九洲江排里断面水质
达标整治情况遥 陈金銮要求突出整
治项目建设袁 抓好城区污水处理厂
的建设袁抓好镇村野末梢冶的简易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袁标本兼治袁综合施
策袁确保断面水质有明显改善遥
我市市委常委木声隆汇报九洲
江野五清冶专项行动开展情况遥 自全
面推行河长制以来袁 我市把九洲江
环境整治工作摆上市委市政府重要
议事日程袁分区域分段建立河长制袁
深入开展清污尧清漂尧清淤尧清障尧清
违等野五清冶专项行动袁各类整治任
务正在有序推进遥 目前袁九洲江治理
成效初显袁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遥
当天袁 陈金銮一行还到廉江河
了解我市一站式污水处理系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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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标语口号

依法打击高利放贷 尧恶意讨债 尧巧取豪
夺经济利益的黑恶势力浴
编 辑 部 地 址 院 廉 江 市 新 兴 中 街 东 八 横 巷 员愿 号

总编辑

罗

章

值班编辑

李廷赋

广 告 部 电 话 院远远圆圆缘愿愿

传 真 院 远远圆园圆愿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