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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人大规范化建设取得新成果
石城尧河唇镇举行乡镇人大工作示范点揭牌仪式

本报讯渊记者谭杏娇冤1 月 9 日
上午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尧主任
李世东袁副主任李家军袁副市长江维
峰到石城尧 河唇两镇参加乡镇人大
工作示范点揭牌仪式遥 两镇主要领
导和部分人大代表一起参加仪式遥
石城镇人大以省 野县乡人大工
作十条冶为标准袁大胆探索袁务实创

压实代表责任遥 2018 年 7 月袁石城
镇人大被授予 野广东省乡镇人大工
作示范点冶遥
河唇镇人大结合当地实际袁积
极探索实践袁成效显著遥全力建设镇
人大代表联络室和 20 个村 渊社区冤
人大代表联络站袁实现野六有冶工作
目标遥 积极探索运用野一室+多站冶尧

新袁 努力推动全镇人大规范化建设
取得新成果遥 全镇共投入 40 多万元
建立完善镇人大代表联络室和 17
个村级代表联络站袁 实现人大工作
野八有八上墙冶遥建立完善野五簿三册
一档一卡冶袁 规范代表议案建议办
理袁提高办理实效遥 创新开展野一年
三问冶的监督方式袁注重履职考评袁

野门诊+出诊冶尧野线上+线下冶等多样
形式开展代表工作遥创新监督方式袁
加强代表学习培训工作袁 加强 野双
联冶机制建设袁强化代表小组活动对
全镇新农村建设尧环境整治尧农村垃
圾清理尧 扫黑除恶等重点工作的推
进和督促作用遥 2018 年 12 月袁河唇
镇人大被授予 野湛江市乡镇人大工

李世东参加人大代表集中视察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冤1 月 9
日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尧主任
李世东袁副主任李家军袁副市长江
维峰到河唇镇参加人大代表集中
视察活动遥
李世东一行先后视察了龙湖
村委松木岭村新农村建设情况尧
东环大道渊新屋仔路段冤征地拆迁
施工现场尧 廉江慈孝文化城系列
项目和廉江市建集混凝土有限公
司生产发展情况遥 每到一处袁代表
们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的详细介
绍袁并发出提问遥
李世东在视察中强调袁 乡镇
人大工作一定要讲政治袁 紧紧围
绕镇委的中心大局开展工作袁监
督推进重点项目向前发展遥 要更
好地发挥代表作用袁 乡镇人大要
结合当地实际袁 创新策划独具特
色的代表活动遥 人大代表要以饱
满的政治热情尧强烈的责任担当尧
良好精神状态积极履职尽责袁服
务选民群众遥

图为李世东视察松木岭村新农村建设情况 谭杏娇 摄

作示范点冶遥
李世东在揭牌仪式上充分肯定
两镇取得的成绩袁 他希望两镇继续
努力袁大胆创新袁进一步增强主观能
动性袁探索更多可复制尧可推广的好
经验袁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制度化尧规
范化尧科学化水平遥

我市召开村庄
规划编制动员会
本报讯 渊记者李廷赋冤1 月 10
日袁我市在市政府第三会议室召开
行政村村庄规划编制动员会袁贯彻
乡村振兴战略袁加快村庄规划全覆
盖遥
副市长林家春在会上作动员
讲话袁各镇尧街道及市直相关部门
领导参加会议遥
林家春指出袁做好行政村村庄
规划编制袁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重要工作袁也是落实野乡村振兴冶
战略的重要一环遥 从廉江实际看袁
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十分迫切袁须要
全面推进遥
会议要求要按照上面有关精
神袁在 2019 年 3 月底前完成 40 条
的村庄规划编制 工作袁2019 年 6
月底完成全市所有村庄规划编制
工作遥 着重在以下方面做好工作院
制定完善的工作计划袁加快工作进
度曰精细化编制内容袁确保编制质
量曰因地制宜袁突出地方特色曰严格
审批程序袁强化成果使用曰加强宣
传教育袁营造良好气氛遥

香 港 廉 江 同 乡 会 为《户 部 黎 公》演 员 举 办 庆 功 宴
本报讯渊记者罗章冤冬日的香
港荃湾南丰酒店五楼星愿厅春意
盎然袁一派喜庆景象遥 1 月 8 日晚袁
香港廉江同乡会在这里为廉江粤
剧叶户部黎公曳演出人员举办简单
而隆重的庆功宴遥 湛江市政协副主
钟胜保尧香港廉江同乡会会长黎法
钦出席了当晚的庆功宴遥
野想不到家乡廉江也能创作出
这么高水平的粤剧袁让旅居香港的
廉江人很自豪尧很亲切浴 冶旅居香港
二十年的廉江人冼小梅高兴地说遥
野叶户部黎公曳 我已观看了四场次袁
每一次观看都有不同的感受和收
获袁这部戏实在太精彩了袁为家乡
廉江点赞浴 希望家乡今后有更多精
品戏剧到港演出浴 冶旅行香港多年
的老戏迷杨默教授如是说遥 香港廉
江同 乡会会长黎 法钦更 是开 心 院
野该剧从在第七届羊城国际粤剧节
获奖到登上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袁现
在又亮相香港袁让更多同乡了解家
乡的历史文化袁 加深爱国爱乡情

怀袁意义非常大浴 冶庆功宴上袁香港
廉江同乡会的乡亲们对 叶户部黎
公曳 的精彩演出给予高度评价袁赞
不绝口遥 廉江市剑清粤剧团团长陈
剑清在庆功宴上作 叶户部黎公曳演
出经验介绍袁获得与会乡亲们的热
烈掌声遥
据悉袁1 月 7 日晚袁由廉江市粤
剧团尧廉江市剑清粤剧团合作演出
并由国家一级演员尧梅花奖得主梁
耀安尧梁淑卿主演的文艺精品要要
要
廉江大型古装粤剧 叶户部黎公曳在
香港荃湾大会堂精彩上演袁向香港
市民尧广东同乡尧湛江同乡展示湛
江历史文化尧名人事迹袁加深爱国
爱乡情怀遥 该场演出是近期香港民
政事务总署举行野乡窑港连心计划冶
文化交流展演活动之一遥 当晚袁香
港中联办新界工作部副部长谢锦
文尧 湛江市政协副主席钟胜保尧香
港湛江社团总会会长吕智伟等和
1400 多名香港市民一起观看演出遥
当晚演出的叶户部黎公曳情节

图为庆功宴现场 罗章 摄
感人遥 雍正年间袁清朝廉江唯一进
士黎正奉旨巡查山东袁 不畏权贵袁
克服重重困难袁严肃查处皇亲国戚

腐败案件袁 最后巧借圣旨杖死国
舅遥 演员的表演时而低回婉转令人
泣下袁 时而铿锵有力荡气回肠袁博

得观众热烈掌声遥
据了解袁近年来袁我市宣传文
化等有关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和
国家扶持地方戏曲发展有关文件
精神袁深入挖掘本土题材袁创作了
一大批优秀戏曲作品袁叶户部黎公曳
就是其中典型袁 成为文艺精品剧
目遥 2017 年 7 月该剧还作为广东省
唯一代表剧目袁 参加由中宣部尧文
化部联合举办的全国基层院团戏
曲会演遥 作为我省文艺精品剧目袁
粤剧叶户部黎公曳经过香港广东社
团总会尧香港湛江社团总会尧香港
廉江同乡会的精心策划袁赴港开展
文化交流展演遥
廉江粤剧叶户部黎公曳赴港交
流演出取得圆满成功袁受到香港市
民的热捧遥 为感谢参演人员的辛勤
付出袁香港廉江同乡会特地举办了
本次庆功宴袁以表庆祝和感谢遥

“ 寒 冬 送 温 暖 ”行 动 扎 实 开 展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 通讯员
邓兴伟冤 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做好
今冬明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
作的部署要求袁近日袁我市救助管理
站联合廉江市百盛社工服务中心开
展野寒冬送温暖冶专项救助行动遥

市民政局领导带领市救助管理
站工作人员袁 实施街面主动巡查救
助工作袁为流浪乞讨人员尧露宿外来
务工人员送衣送被袁送上热饭遥特别
是上月 28 日寒潮来袭袁我市气温下
降到 10 度以下袁市救助管理站的工

政协第十三届廉江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设旁听席公告
政协第十三届廉江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袁将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渊星
期二冤上午 9 时在廉江剧院举行开幕大会遥 大会秘书处决定接受 10 名公民
旁听开幕大会遥
凡年满 18 周岁尧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本市公民曰祖籍或出生地在
廉江的香港尧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尧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曰在本市工作和学
习的外省尧市籍常住人员袁均可凭居民身份证或其他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
证件袁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至 18 日袁向大会秘书处委托的市总工会和市妇
联提出申请旁听遥 申请人须同时提交身份证复印件遥
接受委托的有关单位及联系电话院
市总工会电话院0759-6600653
地址院廉江市五一路 26 号
市妇联电话院0759-6624594
地址院廉江市五一路 6 号

作人员加大街面巡查力度袁 从每天
早上 8 点巡查到次日凌晨 2 时袁劝
导 12 人次进站避寒袁为不愿意进站
避寒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热饭和饮
用水袁并留下求助电话袁告诉他们随
时可以致电求助遥

目前袁全市共出动救助车辆 50
多次袁工作人员 200 多人次袁每天分
三班上街巡查救助袁 至今共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尧露宿外来务工人员 56
人次袁发放棉被 22 张袁大衣 30 件袁
盒 饭 56 份 袁 矿 泉 水 60 多 瓶 遥

寻 亲 启 事

据了解袁市救助管理站在市委尧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袁 紧紧围绕民政救
助工作袁大力加强自身建设袁积极规
范救助业务袁不断提高服务水平袁取
得了显著成效袁 为我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做出应有的贡献遥

寻 人 启 事

黄媛袁女袁现年 4 岁袁于
2015 年 7 月 12 日 渊农
历冤在廉江市塘蓬镇榕
树塘路口拾到袁现由黄
廉芬拾养遥 现登报寻找
其亲生父母亲袁自登报
之日起 60 天内其亲生
父母亲或其监护人凭身份证和所在单位
或村居委会证明与黄廉芬联系认领遥
联系人院黄廉芬袁联系电话院15360743736

廉似玉袁女袁年约
65 岁袁 身高一米五五
左右袁 被发现时身穿
紫色外套和 黑色长
裤袁脚穿拖鞋袁无言语
表达能力遥 希知情者
请与本站联系袁 联系
电话院0759-6617899 遥
廉江市救助管理站
2019 年 1 月 10 日

遗
失
声
明

廉江市营仔镇老鸦山村 56 号
苏文志遗失廉江市公安局签发户口
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安铺镇西效居委会后塘
村 127 号陈伟华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7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林木玲遗失 叶教师资格证曳袁证

我市召开创文
工作会议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冤1 月 11
日袁我市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会议袁 总结 2018 年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袁部署 2019 年工作遥 市
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关维荣袁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尧 副主任尧市
总工会主席李玲袁市创文办尧各镇
街和相关单位领导参加会议遥
关维荣指出袁创文工作任重而
道远袁面临的压力很大遥 要做好计
划袁挂图作战遥 市创文办带好头袁各
镇街和相关单位要有年度计划袁季
度安排和每月进度袁并围绕主题和
重点工作开展各项活动遥 对表对
标袁抓好落实袁重点抓好网上材料
申报尧 实地考察点等创文重点工
作遥 各镇街和相关单位必须明白各
自职能袁职能归位袁做好自己份内
事袁常态化抓好工作遥 各单位尧部门
之间袁加强沟通袁互相配合袁协同推
进创文工作遥 要从小事抓起袁积小
成大袁成效自显遥 每抓一件事袁都要
注重跟踪到底袁一抓到底遥 同时袁要
加强对创文工作的考核袁将创文工
作列入绩效考评考核内容之一袁做
到奖罚分明遥
李玲主持了会议遥 会议总结了
2018 年我市创文有关工作袁并部置
2019 年创文工作遥各职能部门就创
文工作进行了发言讨论遥

1尧钟女士反映长山镇中心小学
门前道路正在修整袁 建筑垃圾被堆
放在学校对面的秋韵婚庆策划旁
边袁阻碍市民出行遥 希望尽快清理遥
长山镇政府回复市民院 你反映
的问题袁 经长山镇规划建设办调查
核实如下院 我镇正在进行圩镇街道
修整工作袁 修整过程中确实对周边
群众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袁 我镇
现已加快工程进度袁 尽快修整好道
路袁共同建设创造美丽长山遥 你所反
映的建筑垃圾问题袁 我镇已加派人
手袁第一时间清理遥
2尧市民反映安铺镇横市路鹤塘
村路口有个健康讲座点袁 每天都有
大量的老人在听课袁 且在规定的时
间销售高电位治疗仪袁 存在不合法
的销售手段遥 现希望相关部门尽快
核查处理
安铺镇政府回复市民:经查明袁
该场所的叶营业执照曳及叶食品经营
许可证曳均已办妥袁暂时未发现有传
销迹象袁 但存在涉嫌夸大其推销的
保健产品功能的行为袁 涉嫌虚假宣
传袁安铺市场监管所正立案调查中遥
3尧市民反映廉江市开发区吉水
路口正对面的红绿灯旁有流动摊贩
占道经营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改善遥
流动摊贩仍在每天 06:00-20:00 占
道经营袁严重阻塞交通袁影响附近居
民出行遥 希望相关部门跟进处理遥
廉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回复市民: 您好浴 根据您反映的现
象袁 经现场调查发现该交叉路往石
岭方向红绿灯左边存在流动摊贩占
道经营的现象袁 因管理不到给周边
居民出入造成困扰遥 我们已同治安
管理部门商议袁将加大管理力度袁尽
快解决问题遥 谢谢您提出的宝贵意
见浴 请监督并支持我们的工作浴
4尧 市民反映廉江市新华 8 路
17 号私人住房一楼出租给他人经
营汽车抛光和清洗业务袁 每天在
14院00 左右有大量的无牌车辆过来
抛光袁严重影响到附近居民遥 现希望
相关部门尽快核查处理遥
城北街道办回复市民院 村委干
部接到投诉后立即前往调查袁 市民
反映情况属实袁已责令整改遥

认 尸 启 示
现有流浪精神障碍患
者廉祝袁男袁年龄约 73 岁袁
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 因
肺部感染尧贫血尧多脏器功
能衰竭袁经抢救无效死亡遥
希知情者请与廉江市救助
管理站联系袁 联系电话院
0759-6617899遥
廉江市救助管理站
2019 年 1 月 10 日

号院20164406812001377 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城南街道下水美村二队
90 号黄海燕遗失廉江市公安局签
发户口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城镇坭桥村 22 号黄
琼添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8 年签
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