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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市委中心工作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省农业厅领导到
红橙基地调研

副省长叶贞琴到廉江调研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冤12 月 2
日袁副省长叶贞琴率领调研组到我
市调研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和退
役军人事务工作袁要求继续做大做
强廉江红橙特色农业产业袁进一步
擦亮中国红橙之乡品牌袁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曰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
管理工作袁 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
益袁确保社会和谐稳定遥
省政府副秘书长郑伟仪尧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厅长陈小山尧省农业
农村厅巡视员牛宝俊, 湛江市委常
委尧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光祥袁我市
市委书记林海武袁 市委副书记尧副
市长尧代市长庞晓冬袁市委常委尧市
委办主任关维荣袁副市长林家春以
及市府办尧市农业局尧市民政局尧石
颈镇领导陪同调研遥
叶贞琴一行首先到广东岭南
红橙种植基地调研遥 叶贞琴详细询
问该基地建设尧红橙种植包装销售
等情况遥 该基地是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尧省现代化农业产业园袁规划
面积 10000 亩袁 今年挂果 3000 多
亩袁 预计红橙产量 450 万公斤袁可
实现销售收入 3600 万元遥 基地按
照高标准红橙产业园建设袁园内生
产田间道尧机耕道路等基础设施基
本配置齐全袁已初步形成野产学研垣
电子营销冶产业化模式袁开创了标
准化种植尧标准化防控尧水肥一体
化尧绿色环保新模式袁为廉江红橙
标准化生产和确保红橙质量安全
起到示范作用遥 目前该基地已建成
6000 平方米红橙仓储尧初级加工厂
房袁 并启用先进的红橙分拣设备袁
红橙储存尧包装尧品质分类水平大
大提高遥
叶贞琴说袁 廉江红橙声名远
扬袁 他一直十分关注品牌的发展遥
下一步要在提高廉江红橙附加值

庞晓冬考察
红橙产业园
本报讯渊记者徐广珍 肖挺冤12
月 1 日下午袁市委副书记尧副市长尧
代市长庞晓冬率队考察红橙产业
园袁 要求科学谋划好农业产业和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袁 助力推动乡村
振兴遥 副市长林家春以及相关职能
部门尧石颈镇领导一起参加调研遥
我市红橙产业园是我省第一批
产业园袁 占地面积 503援23 平方公
里遥 位于中西部袁由高桥尧青平尧石颈
和安铺四个镇组成遥 其中红橙产业
面积 50000 多亩遥 庞晓冬一行冒雨
深入橙园尧分拣中心进行实地考察袁
听取了基地建设情况汇报袁 详细了
解红橙产业园规模尧 经营模式等情
况遥 庞晓冬指出袁要大力推进现代农
业园区建设袁 积极引导广大农民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曰 要切实抓好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袁 将产业园的特色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袁 带动广
大农民群众增收致富遥

上下功夫袁继续做大做强品牌遥 要
引导种植户科学种植尧 精细化管
理袁把畜禽粪便变废为宝袁形成农
牧结合尧种养结合的良性循环产业
链袁 为红橙绿色种植提供支撑袁建
设精品果园曰加工包装要更讲究品
质尧更加精细袁要根据市场需求袁对
红橙颜色尧规格尧酸甜度尧品质等进

并仔细查看档案室遥 截至 11 月底袁
我市复退军人服务中心已完成退
伍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
6500 人遥 退役军人档案管理正从纸
质化向电子化过渡遥
叶贞琴对该中心取得的成效
给予肯定袁并要求民政部门全力完
成退伍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

行分级袁走高端化市场道路曰当地
党委政府有关部门要珍惜廉江红
橙品牌袁发挥特色产品优势袁统筹
做好品牌打造尧内部管理尧外部销
售等系列工作袁进一步擦亮中国红
橙之乡品牌遥
随后袁叶贞琴一行来到我市复
退军人服务中心袁 详细了解情况袁

采集工作袁 为下一步开展退伍军人
服务打好基础曰 要大力倡导宣传优
秀退伍军人野退伍不褪色袁为家乡立
新功冶的典型事迹袁鼓励和支持更多
退伍军人发光发热袁 继续为社会作
更大贡献遥
图为叶贞琴一行在廉江调研
揭英隆 摄

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廉江上榜全国首批创新型县渊市冤建设名单
本报讯渊记者温鹏冤近日袁科
技部网站公示首批创新型县渊市冤
建设名单袁我市榜上有名遥 这次公
示的名单全国共有 52 个县渊市冤袁
其中广东有 3 个袁分别是四会尧廉
江和台山遥 这次上榜的县渊市冤建
设主题包括科技支撑产业发展尧
科技支撑生态文明尧 科技支撑民
生改善 3 个类别袁 其中我市的建
设主题为科技支撑产业发展遥
国务院办公厅 2017 年 5 月
印发的 叶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
的若干意见曳指出袁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袁基础在县域袁活力在县
域袁难点也在县域遥 新形势下袁支
持县域开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全面创新袁 发挥科技创新在县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支撑和引
领作用袁打造发展新引擎袁培育发
展新动能袁 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袁 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乃
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遥
叶意见曳部署了县域创新驱动
发展的八项重点任务袁 并提出了
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一系列保障
措施袁其中要求袁国务院各有关部
门要加强对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
政策扶持袁 通过技术创新引导专
项渊基金冤尧人才支持计划等袁支持
县域开展科技创新创业遥 各地要
积极 支持县域开 展 科技 创 新活
动袁 确保一定比例的科技创新项
目尧 一定数量的科技创新平台和
载体在县域落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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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我市深入贯彻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 以创新小家
电产业建设为抓手袁 积极推进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袁 通过实施创新
科技投融资工程尧 创新型企业培
育工程尧创新型人才培育工程尧创
新平台建设工程尧 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工程等八大工程袁 推动科技
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尧 产业竞争力
明显增强尧发展质量显著提高袁带
动民生福祉进一步改善袁 将廉江
建成北 部湾区域 创新 型 示范 县
渊市冤袁从而擦亮野中国小家电产业
基地冶这一品牌遥
据了解袁2017 年我市全市规
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 3.21 亿元袁
高新技术产品 145 个袁 年产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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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肖挺冤近日袁省农
业农村厅巡视员牛宝俊到我市调
研袁了解我市红橙发展及创建国家尧
省现代农业示范区工作遥 在湛江市
农业局局长陈刘袁 我市市委书记林
海武尧 副市长林家春和有关部门领
导的陪同下袁 牛宝俊一行参观了广
东岭南红橙有限公司红橙采后装备
车间及红橙种植基地遥
为加强果实的商品化处理袁广
东岭南红橙有限公司新上线国内先
进的野绿萌冶果蔬电子分选设备袁对
水果按重量尧颜色尧形状尧大小尧密
度尧表面瑕疵进行精确分选遥 该公司
通过阿里巴巴网络平台和野百果园冶
全国连锁店袁 将新鲜采摘的红橙销
往全国各地袁 深受消费者的青睐遥

150.05 亿元袁同比增长 16.5%遥 新
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2 家袁总数
达 19 家袁位居全湛江市第二遥 今
年 1-10 月袁 全市共有 18 家企业
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袁8 家企业
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家
评审袁新增 25 家企业认定为省级
科技型中小企业曰 有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3 个袁 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 2 个袁市级重点实验室 1 个袁
市级工程中心 6 个袁 市级企业技
术中心 9 个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研发机构覆盖率达 21.6%遥
我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
施袁 为助推企业创新发展和县域
经济高质 量 发展 提 供了 强 力 支
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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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袁 我市现有红橙种植面
积 8 万亩袁截止 2018 年投产的有 5
万亩袁产量预计 5.8 万吨遥 为开拓更
多廉江农特产品销售平台袁11 月 18
日袁 市委书记林海武亲自带队奔赴
上海宣传推广廉江红橙等特色农产
品袁 启动廉江红橙暨特色农产品进
驻上海仪式袁 开启了廉江红橙跨区
域销售的第一站遥
通过实地参观了解袁 牛宝俊感
叹廉江野中国红橙之乡冶的美誉来之
不易遥 他希望我市继续培育和发展
核心技术袁提高农产品质量袁深化合
作领域袁加强宣传推广袁进一步提升
廉江优质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竞争
力袁把野中国红橙之乡冶品牌打得更
响亮袁 促进廉江现代农业发展和农
民增收致富遥

林海武调研安
铺特色小镇
本报讯渊记者李文静冤近日袁市
委书记林海武调研安铺特色小镇建
设工作袁 就体验区和展览区的规划
设计进行指导袁要求加快工作进度袁
注重整体通透大气袁塑造细节亮点袁
突出古镇特色袁 确保高效率尧 高标
准尧高质量推进安铺特色小镇建设遥
林海武在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的
陪同下袁 首先来到安铺特色小镇筹
建办袁与有关负责人讨论研究袁听取
设计理念尧建筑风格尧功能分区等方
面的介绍遥 随后深入到在建的体验
区和展览区工程施工现场袁 详细了
解工程进度尧设计布局等遥 林海武要
求袁要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袁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袁 凸显建筑物的特色韵
味袁 设计出和谐美观的建筑外观造
型袁创造出艺术意境袁体现出安铺古
镇的独特风格遥 整体上要大气稳重袁
达到通透开阔的视觉效果袁 同时注
重细节刻画袁展现精致之美遥 要增强
接待尧休闲功能袁提供更加个性尧人
性化的体验遥 要丰富展览内容袁全方
位展示当地特色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袁让游客充分领略古今变化变迁袁
不断提升安铺特色小镇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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