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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纪检监察系统学习关勋强讲话精神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肖挺冤
上月 27 日上午袁市纪委监委召开纪
检监察系统学习会袁学习贯彻湛江
市委常委尧市纪委书记尧市监委主
任关勋强到我市调研讲话精神遥
会上袁我市市委常委尧市纪委
书记尧市监委主任邓观康传达了湛

江市委常委尧市纪委书记尧市监委主
任关勋强到廉江调研讲话精神袁同
时要求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湛江市纪委的部署
要求上来袁一要层层传达学习袁深刻
领会精神实质袁统一思想认识曰二要
对标讲话精神袁制定落实方案袁明确

任务责任曰 三要聚焦主业主责袁精
准贯彻落实袁争当排头兵展现新作
为曰四要加强宣传报道袁深入调查
研究袁注重总结提升曰五要跟踪督
查督导袁层层压实责任袁构建长效
机制曰六要明晰工作思路袁认真布
局谋篇袁做好明年工作规划遥

邓观康强调袁要围绕监察体制
改革以前纪检监察工作中已存在且
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袁监察体制改
革后纪检监察工作中出现的新问
题袁 党的十九大后全面从严治党和
反腐败斗争面对的新挑战等三方
面袁认真回顾总结尧思考分析袁着力

破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平衡
不协调的问题袁 推动我市纪检监察
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相关文件精
神和通报违反会议纪律情况遥

湛江市关工委在我市开班培训乡村振兴带头人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 通讯
员秦业强冤上月 27-28 日袁由湛江
市关工委主办的乡村振兴带头人
培训高级班在我市开班袁 来自各
县渊市尧区冤关工委领导尧乡村振兴
带头人共 100 多人参加学习遥
我市市委常委尧 组织部长李
留霖致辞遥 他向参加培训班学习
的人员介绍了我市的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遥
湛江市关工委主任刘菊作开
班动员讲话遥 她希望学员们要深
刻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系列指示袁 以新的姿态开创培
训工作新局面遥 坚持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袁
统领关工委培训工作袁 融进青年
创业全过程遥 认清形势袁 吃透政
策袁培训工作要创新与时俱进袁创
业青年要提高自身素质遥 围绕中
心袁服务大局袁为乡村振兴和脱贫
攻坚助力袁 不断打造具有湛江市
特色的培训工作品牌遥 继续以省
关工委在湛江召开的 野全省关工
委农村创业青年培训工作经验交

确保群众吃上
“放心肉”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通讯
员廉食宣冤 为有效规范猪肉市场
经营行为袁 确保群众吃上 野放心
肉冶袁近日袁市食品公司会同各镇
食 品站有关人员 走 上市 场 和街
道袁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食品安全
宣传活动袁对辖区内群众进行叶食
品安全曳宣传教育遥
宣传队深入全市各社区尧广
场尧公园尧市场等人群聚集区域袁
以宣传车尧发放宣传手册尧现场咨
询等形式袁 向群众宣传相关科普
知识袁 引导居民分辨鲜肉与问题
肉袁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遥 活动增强
了群众对肉品安全的认识袁 对普
及食品安全知识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袁 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
抵制私宰肉的良好氛围遥

市广场舞学会
举办新年晚会
本报讯渊记者林达琳冤上月 30
日袁 市广场舞学会在市体育馆举
行喜迎新年文艺晚会袁 表达了要
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尧 助力创文
贡献力量的决心遥
当晚袁廉江市夕阳红舞蹈队尧
青平镇文化广场舞蹈队尧 车板镇
居委会舞蹈队尧新村舞蹈队尧蟹地
村舞蹈队等十几支舞蹈队袁 伴随
着 叶母亲是中华曳叶文明之花开遍
廉江曳的欢快音乐节奏袁用优美的
舞姿诠释着舞蹈的魅力袁 观众席
里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遥
近年来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
步和发展袁 广场文化作为一种社
会文化现象袁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遥 广场舞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袁
也能为社会和谐贡献力量遥 我市
广场舞蹈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袁
并在全国多个大赛勇夺金奖遥

流座谈会冶为动力袁推进培训工作
创新发展遥 创业青年要认真学习袁
增强技能袁当好野双带头人冶袁在农
业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显身手袁谱
写人生的辉煌篇章遥
我市关工委主任蔡中舫介绍
了我市关工委开展培训工作的经
验遥 一是创新思想观念袁把培训工
作的着眼点放在廉江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需要的高度来谋划遥 二是
创新培训模式袁 把培训工作的着
力点放在建立和完善创业青年培
训机制上下功夫遥 三是创新服务
方式袁 把培训工作的立足点放在
打造一支充满活力的青年创业者
上来做大做强遥
广东湛绿农业科技开发公司
总经理蔡平珍尧 湛大电商培训讲
师林军浩分别在培训班上讲课并
作创业经验交流遥
参加学习人员还到廉江市青
年电子商务培训基地尧 岭南红橙
创业基地尧 廉江田园寨参观和进
行现场教学遥

香岭村为贫困户
发放分红款
本报讯(通讯员李华)上月 29
日袁石颈镇香岭村举办扶贫产业分
红大会暨篮球场尧乡道尧二期光伏
竣工仪式遥佛山市禅城区副区长刘
飞虎等相关领导及该村有劳动能
力贫困户共 40 多人参加仪式遥
与会领导参观村委篮球场尧乡
道尧二期光伏项目建设现场袁并举
行了竣工仪式遥随后在村委会召开
扶贫产业效益分红大会袁与会领导
为 32 户扶贫对象发放分红款遥
石颈镇香岭村委会共有贫困
户 52 户共 171 人遥 2016 年被列为
贫困村袁在帮扶单位佛山市禅城区
教育局尧湛江市第二中医院尧廉江
市信息管理办公室的大力帮扶下袁
因地制宜开展产业扶贫袁修缮了村
公共服务站办公环境尧修建了村文
化广场尧改造了全部危房袁现又完
成了硬底化村道尧篮球场及安装健
身器械和自然村路牌尧栽种风景树
木尧 第二期光伏项目竣工并网发
电遥 目前袁路灯建设工作正在紧张
有序进行中遥 今年该村百香果尧蜜
蜂尧 水投三个项目收益总额为 3l
万元袁人均分红 2200 元袁此外第一
期光伏项目收益 3 万元待供电部
门划转款后袁再作发放遥

加快推进我市
国土调查工作

图为湛江市关工委乡村振兴带头人培训高级班在我市开办 揭英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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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 根 基 层 24 年 的 “ 女 当 家 ”
要记营仔镇北堤村党支部书记蔡巧勤
要要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冤1 月 3
日袁我市召开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工作会议袁 贯彻落实上级要求袁全
面部署我市相关工作遥副市长林家
春以及市直相关职能部门尧各镇街
领导等参加了会议遥
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是一次
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袁 是未来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我市国土资源
开发和城乡建设的依据袁事关廉江
发展遥 林家春指出袁我市人地矛盾
较为突出袁迫切需要继续创新发展
思路遥各单位尧部门要密切合作尧狠
抓落实尧强化保障袁确保三调工作
如期完成遥 同时袁要加强宣传工作
力度袁争取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和配
合做好这项工作遥

本报记者 李文静
蔡巧勤 1994 年担任营仔镇北
堤管区妇女主任袁 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遥 她在服务群众的道路上洒下
太多汗水袁倾听群众声音袁干部群众
啧啧称赞袁肃然起敬遥如今她已成长
为村民爱戴的野女当家冶遥 她担任北
堤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 10 年袁
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庄严承
诺袁带领全村人民脱贫奔小康遥
听民声解民困
实事好事一串串
作为土生土长的营仔人袁 蔡巧
勤把青春奉献给家乡袁关注民生尧反
映民意尧传达民声尧维护民利遥 在她
的努力下袁北堤村委会完成了 5000
多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袁 解决了围田
片 3 万多人饮水难问题袁将全程 9.4
公里的 Y955尧Y731 乡道建设提上
了日程遥
由于村经济薄弱袁12 年前整个
村委都没有一条硬底化主干道遥 为
了解决村民出行难袁 蔡巧勤带着村
干部深入村户袁调查了解情况袁争取
乡贤资金扶持袁 共筹资 30 万元袁修
建高基乡道 2.5 公里尧 村道 1.5 公
里遥 2009 年以前袁北堤村民喝的水
水质浑浊袁严重影响村民身体健康遥
蔡巧勤多方奔走袁 在党委政府的支
持下袁 努力争取到上级饮水解困工
程项目资金袁选址新围仔村袁接通全
村供水管网袁 使家家户户饮上了盼
望已久的自来水遥
蔡巧勤决心要让北堤村蜕变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袁2017 年利用
扶贫单位的帮扶资金袁 建起一幢
300 多平方的村委文化大楼袁 扩建
围墙 100 多米袁 村委大院硬底化
1000 多平方遥 在她的宣传发动下袁

全村率先掀起了建设新农村的热
潮袁村民不计回报参与建设遥 其中袁
蛇围村野三拆除尧三清理尧三整治冶成
效显著袁共拆除旧屋砖瓦房尧猪栏牛
舍 100 多间袁 填平废水塘 10 余亩袁
并将几个池塘打造特色景观袁 成为
营仔镇建设新农村的典范遥
带领北堤振兴
合力拔掉贫穷根
蔡巧勤积极鼓励和引导项目尧
产业扶贫袁 带领村党支部与帮扶单
位实地考察袁 在广泛征求贫困户意
见建议的基础上袁 找出了一把既富
村民又富集体的野金钥匙冶遥
北堤村光照资源较为丰富袁适
宜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遥 2016
年袁 蔡巧勤利用村委办公楼屋顶的
闲置空间袁 投资 25.98 万元建设了
30KW 的分布式光伏电站袁 每年可
提供 3 万余元的稳定收益袁 这些收
入将作为精准扶贫资金为无劳动能
力的对象提供帮扶遥 2017 年袁北堤
村又利用好村委大楼西的空地和废
池塘袁 在这 8 亩土地上建起立体式
项目, 上有 100KW 的光伏发电站袁
下有投资近百万的水产品养殖基
地遥
北堤村形成了空中光伏发电尧
地面水产品养殖的立体尧 高效农业
模式袁 年可产生收益 10 余万元袁补
充了水产品养殖所需的流动资金袁
渔光互补袁形成长效尧可持续的扶贫
发展机制遥 最近养殖池投放了 30 万
尾塘虱袁又将会是一笔可观的收益遥
扶贫先扶志袁致富先强心遥蔡巧
勤最大限度地调动贫困户自主脱贫
的积极性袁让他们实现主动致富尧主
动脱贫遥 目前袁已有 34 户贫困户申

扎根基层 24 年的女当家蔡巧勤 李文静 摄
报了叶自主脱贫项目表曳袁其中 17 户
已实施袁既有购买渔排尧小型农机等
固定资产项目袁 又有特色产业发展
项目遥这些自主项目的实施袁可实现
户均增收 1 万元以上袁 帮助贫困户
实现稳定尧长效脱贫遥
团结巾帼力量
扬起生活风帆
蔡巧勤巾帼不让须眉袁 是营仔
镇党委政府得力的战将袁 总是率先
完成上级布置的各种任务袁 使得北
堤各项工作走在全镇前列遥 她还兼
顾好家庭和工作袁2001尧2010尧2012尧
2013 年被中共廉江市委评为野优秀
党员冶袁2016尧2018 年相继荣获廉江
市野最美家庭冶荣誉称号遥
北堤村委会在 2017 年被定为
省级野妇女之家冶示范点袁蔡巧勤以
此为契机袁 在全镇范围内首次圆满
完成村级野会改联冶工作袁选举产生
第一届妇联班子 11 名袁组建巾帼志

愿者队伍 1 支袁定期开展扶贫济困尧
孤寡老人尧留守妇女儿童尧特殊困难
家庭和五保户等志愿服务活动袁提
供普法教育尧种植技术和家庭教育遥
蔡巧勤心系村中的弱势妇女儿
童群体袁特别是蛇围村的一位 80 多
岁的孙婆婆袁居住在败落的瓦屋里袁
要照顾两个读小学的孙子孙女袁还
要兼顾照料精神失常的儿子遥 蔡巧
勤第一时间发动捐款袁 积极争取资
金袁最终为孙婆婆筹措了近 4 万元袁
建起一层楼房袁 为这户困难家庭遮
风挡雨遥 将孙婆婆纳入低保户和精
准扶贫对象袁 确保她一家不愁吃不
愁穿遥
如今袁 孙婆婆的孙儿孙女都长
大外出打工袁 一户艰难的人家终于
被慢慢扶起袁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遥
孙婆婆一家都很感激蔡巧勤遥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袁 蔡巧勤总
结她的工作说院野把群众诉求放在心
上袁把责任担在肩上遥 冶

1尧廉江市河唇镇拐仔墩村门前
的养鸭场污染环境
市民反映河唇镇拐仔墩村门前
的养鸭场污染环境的问题仍未得到
处理袁 其表示之前执法部门对该养
猪场进行查处但至今又死灰复燃袁
现希望相关部门跟进处理遥
河唇镇政府回复市民院 经河唇
镇政府再次派出相关人员及兽医站
人员到现场察看并处理袁 已对该养
鸭户主进行教育袁 并要求在短期内
将鸭场搬迁转移遥
2尧城南市场对面的华兴街每天
都有大量流动摊贩乱摆卖堵塞交通
黄先生反映华兴街每天白天均
有大量的流动摊贩在乱摆卖袁 这种
情况严重堵塞交通袁 且持续几年之
久遥 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遥
城南街道办回复市民院 关于该
市民反映情况基本属实袁 我街道已
督促城监中队加强巡查工作袁 并已
将该情况上报到市创文办遥
3尧廉江市安铺镇中心小学对面工
地半夜施工扰民
何先生反映安铺镇中心小学对
面工地在 2018 年 11 月 15 日 02院30
还在施工袁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遥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遥
安铺镇政府回复院 接到何先生
反映后袁 我镇规划办组织人员到现
场核查袁 发现施工方因地下停车场
的施工需要袁造成延长施工时间遥 现
已发通知袁 要求其在正常工作时间
内施工袁禁止在夜间渊晚上 22 点至
凌晨 6 点冤施工扰民遥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廉江市高桥移林养殖场遗失廉江
市畜牧兽医局 2011 年签发 叶动物防疫
条 件 合 格 证 曳 正 本 袁 编 号 院
440881101110154 袁现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颈互帮种植专业合作社
遗失廉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石颈信
用社渊账号院8002000012912528 冤签发普
通支票壹张袁号码为院270043647667 袁现
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
廉江市建设大道 18 号李攀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1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城北街道怡心四路 21 号伍家良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1 年签发的身份
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红湖农场中学 6 号陈子庆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8 年签发身份证袁 声明
作废遥
廉江市环市西路红湖建材厂 5 幢 02 房苏美仙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06 年签发
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