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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林海武率队检
查安全生产

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整改通过验收
本报讯渊记者谭杏娇 肖挺冤上
月 29 日袁湛江市验收组对我市道路
交通安全问题解除挂牌督办进行验
收遥 湛江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
会议办公室主任尧 湛江市公安局副
局长王中等领导组成的验收工作
组袁与我市领导林海武尧庞晓冬尧黎
亦鸿尧黄生尧廖忠武及交通安全工作
联席会议主要成员单位领导座谈遥

座谈会上袁 王中充分肯定我市
在交通道路安全工作上的成绩袁实
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市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袁 并提出
整改意见和要求院 一是交通安全工
作要认真细致袁责任到位袁建立起工
作台账曰 二是要加大对易发路段的
安全排查和无牌无证车辆的查处力
度曰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城区交通设

施建设袁 设置隔离带袁 规范行车通
道曰四是要加强宣传袁提升群众的交
通安全意识袁引导群众文明出行遥
我市市委书记林海武在座谈会
上表态袁 他要求各有关职能部门要
坚决整改袁切实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尧
责任落实到位尧措施跟进到位袁全面
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遥 进
一步提高认识袁进一步加大力度袁进

一步提升成果袁 结合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袁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袁
合理优化城市公共交通网络袁 统筹
抓好道路交通工程建设遥 市委常委尧
常务副市长黎亦鸿汇报我市道路安
全问题整改工作情况遥 会议讲评了
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整改工作验
收情况袁与会人员还观看汇报视频遥
据了解袁今年以来袁我市分别发

生了 野2.6冶尧野6.6冶 两起较大交通事
故袁 被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
议挂牌督办遥 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
努力袁 全市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
机制已经初步形成袁 各项突出问题
得到有效治理袁 农村交通安全基础
进一步夯实遥 全市交通安全形势趋
向平稳袁 已经达到了上级督办工作
要求袁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好转遥

林 海 武 到 安 铺 接 访 解 民 忧
本报讯渊记者李文静 肖挺冤上
月 28 日上午袁市委书记林海武到安
铺镇开展基层大接访活动袁 耐心倾
听民声袁真情为民解忧袁对来访群众
反映的问题全部当场作出明确的答
复和办理指示袁 让信访群众满意而
归遥 市领导黄生以及相关职能部门
领导一同参加接访遥
在接访现场袁 林海武热情地接
待了三批来访群众袁 认真听取诉求
和翻阅相关材料袁 详细了解关于安
铺镇无线电总厂下岗工人代表反映
遣散费尧社保尧医保的处理袁安铺大
桥续建工程拆迁户办理安置地相应
的房地产权证件袁 以及庞界村村民
代表请求重新界定庞界村和北坡仔
村山林土地权属四至及面积等问题
的基本情况袁 并与有关职能部门深
入分析问题症结袁 根据问题具体情
况明确细化处理意见遥
林海武对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
逐一进行了现场答复袁 要求有关部
门要依法依规地解决好安铺镇无线
电总厂下岗工人的社保问题袁 根据
实际情况袁合理补偿相关项目遥工人
代表要将这次处理决定跟全体职工
反映袁大家要达成统一意见曰要感谢
安铺大桥续建工程拆迁户对城镇建
设的支持袁 并以最快速度按拆迁协
议为拆迁户办理安置地的有关手续
及国有土地使用证袁 往后征地拆迁
要做好相应的前期工作袁 避免同类
事情再次发生曰 要查实庞界村和北
坡仔村山林土地旧证所注明的界

庞晓冬率队开展
巡河调研
林海武在接访现场答复群众诉求 肖挺 摄
线袁尊重历史袁兼顾现实袁界定好两
村的山林土地权属四至及面积袁同

时利用新一轮林地确权的契机袁优
先处理这两条村的问题袁 对错误加

以改正袁彻底解决山林纠纷遥 来访群
众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袁 整个接访

气氛和谐融洽遥 接访结束后袁林海武
检查指导了安铺镇党校工作遥

奋力开创我市禁毒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渊记者谭杏娇冤上月 24
日上午袁 我市召开禁毒委员会全体
会议暨全民禁毒工程推进会袁 总结
我市 2018 年全民禁毒情况袁分析当
前工作形势袁 部署下一步全民禁毒
工作遥 市领导庞晓冬尧黎亦鸿尧李家
军尧江浩明尧廖忠武参加了会议遥
市委副书记尧副市长尧代市长庞
晓冬就如何做好禁毒工作提出要
求院要认清整体形势袁切实增强禁毒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遥 虽然我市

本报讯渊记者肖挺冤上月 29 日
下午袁 市委书记林海武率队检查节
日安全生产工作袁 要求各职能部门
加强巡查袁狠抓措施落实袁生产单位
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规袁 共同努力
筑牢安全防线袁 为广大市民过上祥
和欢乐的节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遥
市领导林海武尧庞晓冬尧黎亦鸿尧关
维荣尧黄生与市安监尧住建尧交通尧市
场监管局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一起袁
先后到中心市场尧 汽车总站检查安
全生产工作遥
在中心市场袁 市领导详细了解
食品价格尧供应尧保鲜等情况遥 林海
武要求加强食品入场检验关袁 完善
食品供应链体系倒查机制袁 扩大市
场周边食品供应抽查范围袁 多措并
举确保食品安全遥
在市汽车总站袁 林海武对自动
售票尧车辆发放次数尧车辆远程监控
等一一进行了解袁 要求相关职能部
门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袁 时刻不忘交
通安全管理袁全力排查安全隐患袁强
化司机安全意识培训袁 以高新科技
和严格管理制度扎牢安全生产这张
网遥
随后袁 林海武一行又先后到百
信广场尧 碧桂园盛世华府项目建设
现场进行安全生产检查遥 林海武指
出袁商场是人口密集场所袁加强消防
设施尧 消防通道和消防监控系统检
查是重点遥 市职能部门和生产单位
不折不扣落实安全生产工作遥 工程
施工单位要加强机械设备操作尧车
辆驾驶员安全文明意识培训袁 监管
部门落实工作要到位袁明确责任袁不
留盲区尧不留死角袁全方位保证安全
生产措施落实到具体操作中遥

前一阶段禁毒工作取得了初步成
效袁但形势依然严峻遥 2019 年是全
民禁毒工程攻坚决胜年袁 要结合我
市实际袁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
担当推动全民禁毒工作开展遥 要坚
持问题导向袁 全面补齐补强全民禁
毒工程工作短板袁 以点带面形成全
市严防严控禁毒氛围遥 常态化开展
禁毒宣传活动袁加快推进示范创建尧
野无毒创建冶工作遥 坚持高位推动袁确
保全民禁毒工程取得实效遥 各镇街尧

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完善禁毒组织领
导体系袁确保禁毒工作推进到野最后
一公里冶尧禁毒工作责任压实到野最
基层一级冶遥 各部门单位通力合作袁
狠抓落实袁 切实形成禁毒工作整体
合力遥 同时加强监督考核与执纪问
责袁全面压实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袁
用结果倒逼进度尧用进度倒逼工期尧
用工期倒逼责任袁 确保全民禁毒工
程建设取得理想效果遥
庞晓冬强调袁做好禁毒工作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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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百姓福祉尧 社会和谐的德政工
程尧 民心工程遥 要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尧 省尧 湛江市的禁毒工作部署要
求袁深入推进全民禁毒工程开展袁奋
力开创我市禁毒工作新局面袁 为建
设平安廉江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会上袁江浩明通报了 2018 年我
市全民禁毒工程进展情况袁 并部署
了 2019 年全市禁毒工作遥 廖忠武就
如何推动全民禁毒工程持续深入开
展进行发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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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冤 上月 29
日下午袁市委副书记尧副市长尧代市
长庞晓冬率队对廉江河等河湖开展
巡查调研遥
庞晓冬沿途察看廉江河污水处
理及沿岸整治情况遥 巡查中发现袁经
过一段时间的整治袁 廉江河中的生
活垃圾尧淤泥尧杂草明显减少袁沿岸
绿化明显改善袁河道水流畅通遥 我市
近期加大对廉江河污水排放处理整
治力度袁排放得到有效控制袁但水质
还有待进一步改善遥
庞晓冬要求有关部门尧 各级河
长要高度重视袁 严格实行 野一河一
策冶袁 加强相应的河湖管理保护工
作袁进一步细化水资源保护尧水域岸
线管理尧水污染防治尧水环境治理尧
水生态修复以及执法监管等主要任
务袁 同时要严格控制污水直接排入
河湖袁及时清拆两岸违建袁加大河湖
的补水袁 全面推动治水管水工作深
入开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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