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019.01.31 星期四
责编院李廷赋

美编院林金连

“红色文艺轻骑
兵”送戏送春联
本报讯渊记者李文静 肖挺冤1
月 27 日袁由湛江市文联尧廉江市委
宣传部主办的 野我们的中国梦冶红
色文艺轻骑兵新春走基层文艺演
出及送春联活动袁在长山中学隆重
举行遥 湛江市文联主席林育春袁我
市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长关维荣等领
导参加活动遥
活动中首先进行文艺演出袁为
基层群众送上一台文化大餐遥 一个
个精彩的文艺表演节目轮番上演袁
广场舞叶花儿为你开曳喜庆开场袁寓
意新的一年生活越来越好曰变幻莫
测的川剧变脸让人大开眼界曰女声
独唱叶歌在飞曳叶龙图腾曳高亢嘹亮袁
热情洋溢袁赢得现场一片喝彩遥 文
艺演出结束后袁紧接着进行送春联
环节遥 十几名书法家们挥毫泼墨袁
把一幅幅饱含情意的春联佳作赠
送给长山镇人民袁为乡亲们送上新
春祝福遥 送春联现场热闹非凡袁居
民群众高兴地领取自己喜欢的春
联袁小心地晾晒袁个个笑逐颜开袁寄
托了他们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期许遥
据了解袁野我们的中国梦冶红色
文艺轻骑兵新春走基层活动袁是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袁弘扬新
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
重大决策部署袁是推动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袁更好服务群众尧丰富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遥 这
次惠民活动对我市密切党群尧干群
关系起到积极作用遥

廉江民盟将春
联送到东莲塘
本报讯 渊记者李廷赋 通讯
员梁德义冤 1 月 27 日上午袁风和
日丽袁喜气洋洋袁民盟廉江市委尧
廉江市书法家协会组织送春联下
乡活动袁 为石城东莲塘村群众送
上数百副春联袁 送上情意浓浓的
新春祝福遥
活动在东莲塘村委前面的广
场举行袁 有二百多名群众前来挑
选春联遥 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
为群众免费书写春联袁有大门联尧
客厅联和厨房联等遥
活动现场袁 三五成群的群众
围在书法老师身边袁 拿着空白对
联纸等候袁 还有的群众及时把春
联放在空地上晾干尧 拾来石头压
实以防被风吹走遥 机关盟支部主
委谢辉祥带领盟员做服务工作袁
不时和村民聊对联上的文字尧指
导他们选对联遥 活动现场欢声笑
语袁充满浓浓的年味袁这些春联带
着新春的祝福飞向家家户户遥
活动开展之前袁 廉江民盟机
关支部做好策划工作袁 筹集活动
经费袁备好纸张墨砚袁做好与群众
的沟通工作袁保证活动顺利开展遥
民盟廉江市委副主委尧 廉江
市体育局副局长李和说袁 春联表
达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袁送
春联下乡对良好村风建设能产生
积极的影响遥

“广东北部湾·海上牧歌”花海世界开园
本报讯渊记者李文静 肖挺冤1
月 29 日袁野广东北部湾窑海上牧歌冶
花海世界开园仪式在营仔镇举行袁
300 多亩花海正式开园迎客遥 湛江
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局长许方宏袁我市市委常委尧副市
长王院忠袁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
黄生袁 以及市直相关单位领导袁各
镇街分管领导袁 营仔镇班子成员尧
营仔镇各村委会负责人尧各大旅行
社代表参加仪式遥
许方宏尧王院忠尧黄生等领导
共同推杆开园遥
王院忠宣布项目开园并致辞袁
对野广东北部湾窑海上牧歌冶花海世
界顺利开园表示热烈祝贺遥 他提三
点意见院 一要珍惜成果遥 历经了 1
年多的时间袁第一期项目花海世界
正式开园遥 一定要倍加珍惜已有的
成果袁坚定信心和决心袁坚定不移
地把项目继续建设好尧完善好遥 二
要加快建设遥 要逐步完善管理袁提
高花海的设计感尧 层次感和观赏
性尧体验性遥 要加快推动项目核心
区尧汽车营地和旅游码头的规划建
设袁尽快引进项目建设团队和运营
团队袁确保项目快突破尧快推进尧快
建设遥 三要全力保障遥 要大力支持
项目建设袁集中力量袁调配资源袁积
极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与问题袁为项目的顺利推进保驾
护航遥
湛江市旅游协会秘书长全军袁
营仔镇委书记江彩玲袁野广东北部
湾窑海上牧歌冶 项目发展商陈大海
先后致辞袁表示会大力推动项目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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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完成开放袁进一步推动廉江生态
休闲旅游发展尧 打造旅游新亮点尧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尧 加快乡村振
兴遥
仪式结束后袁各位领导和嘉宾
参观了花海世界袁感受花海魅力遥

据了解袁野广东北部湾窑海上牧
歌冶乡村旅游综合体项目于 2017 年
正式落户营仔镇袁是我市旅游龙头
项目遥
野花海世界冶是该项目的第一
期项目袁占地面积 300 多亩遥园内种

慰 问 暖 人 心
茵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冤1 月 29
日袁 我市组织开展慰问首届道德模
范和第二届廉江好人活动遥
市领导王院忠尧关维荣尧李玲分
头率队慰问刘志辉等 12 名道德模
范以及史剑等 10 位廉江好人袁为他
们送上慰问金尧慰问品和节日祝福袁
希望他们继续传递社会正能量袁形
成人人向善的社会氛围袁 为我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遥
茵本报讯(记者李文静冤1 月 28
日上午袁 市委常委尧 宣传部长关维
荣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尧副主
任尧 市总工会主席李玲带队看望慰
问孤残儿童和贫困残疾人家庭袁给
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袁
并致以新春的祝福遥
关维荣尧 李玲一行先是到市福
利院慰问孤残儿童袁 了解孩子们的
生活尧康复情况袁给他们带去慰问品
和新春的祝福遥 希望市福利院细心
呵护好孩子袁 让他们康复到最好的
程度遥随后关维荣尧李玲分组带队慰
问贫困残疾人家庭遥 关维荣先后到
罗州街道残疾人招春花尧 陈娟的家
中慰问袁与她们的家属亲切交谈袁并
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遥 关维荣鼓励
她们要坚定信心袁自强不息袁朝着幸
福美好的生活而努力遥 他还叮嘱随
行的工作人员尧社区干部袁要多关心
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庭袁 竭尽所能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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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遥
茵本报讯 渊通讯员张思燕 黄
勇冤1 月 28 日袁 市委办党支部前往
安铺镇开展党日活动袁走访贫困户袁
为学生们发放助学文具遥
当天上午袁我市市委常委尧市委
办主任黄生一行 30 多人袁在安铺镇
委书记梁永焦的陪同下袁 先后到该
镇南兴尧东山社区开展 2019 年春节
慰问贫困群众活动袁 与社区贫困户
开展座谈袁 为安铺南兴尧 东山社区
54 户贫困户发放慰问品遥 随后袁黄
生尧梁永焦尧林国汉等领导还走访慰
问东山社区贫困户何妹和何永清袁
详细询问了贫困户的生活尧 身体状
况后袁 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
祝福袁 并为其送上了慰问品和慰问
金遥来到安铺镇第十小学袁市委办党
支部开展野孩子袁请记住党的关怀冶
教育扶贫活动袁为学生派发书包尧彩
笔等文具用品遥
黄生表示袁 市委办对口帮扶南
兴和东山社区扶贫工作以来袁 精准
帮扶成效初显遥要持续发力袁带领贫
困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袁 让贫困户
逐步脱离贫困生活袁 增强人民群众
生活幸福感遥同时袁贫困户要立足自
身实际袁自力更生袁贫穷不失志袁增
强信心袁多想办法袁争取早日脱贫遥
茵本报讯渊记者谭杏娇冤春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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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袁 较 2017 年排 220 位晋升了 35
位袁是湛江地区唯一进入此榜单的
县渊市冤遥
据悉袁此次发布的报告原则上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尧地方公共财政
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三项标

至袁 为了让挂点村贫困户过上一个
欢乐祥和的节日袁市委常委尧统战部
长林小宁带队到塘蓬镇上椪村和大
椪村走访慰问贫困户袁 为贫困户送
上慰问金和慰问品袁 把春节祝福送
到贫困户家中遥
林小宁详细询问了贫困户的健
康尧家庭和生活等情况袁同时积极宣
传党和国家脱贫攻坚各项政策袁增
强他们的脱贫信心遥 同时要求扶贫
干部做好精准扶贫工作袁 科学制定
相关帮扶措施袁 切实帮助贫困群众
解决实际困难袁带动大家脱贫致富遥
茵本报讯渊记者谭杏娇冤1 月 28
日袁市人大党组副书记尧副主任尧市
总工会主席李玲带领市民政局尧妇
联尧残联等部门领导袁看望慰问困难
残疾人袁送去新春的问候和祝福袁并
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遥
李玲先后来到市磷肥厂陈康全
和关维东家中袁 询问他们的身体状
况和生活需求袁 鼓励他们坚强面对
生活挫折袁树立信心尧自强不息袁并
叮嘱随行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帮
扶工作袁 努力让残疾人生活更加殷
实袁 同全市人民一道共创共享幸福
美好生活遥
茵本报讯渊记者谭杏娇冤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袁市政协副主席尧教育局
长廖忠武带队到石角镇开展走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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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袁 在全国近 2000 个县域经济单
元中遴选出 400 个强样本县渊市冤袁
作为分析研究比较的基础遥 报告构
建了县域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袁对
2018 年 400 个县渊市冤的经济竞争
力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遥

研和春节慰问工作袁 把关怀与温暖
送到困难群众家中遥
廖忠武一行先后深入石角镇曲
江村尧 洞滨村袁 为贫困户送上花生
油尧大米尧年糕等慰问品袁并为特殊
贫困户送上慰问金遥 询问贫困群众
的身体生活状况袁 并送上新春的良
好祝福和诚挚的问候遥 鼓励他们坚
定信心袁振奋精神袁增收致富袁早日
实现脱贫心愿遥
随后袁 廖忠武到蕉坡村调研村
文化楼建设情况遥 详细了解扶贫政
策落实尧扶贫产业发展等情况袁并探
讨了下一步的帮扶措施遥
茵本报讯 渊通讯员邬晓东 梁
妙玲冤1 月 24 日袁 由廉江市税务局
干部组成的 6 个慰问工作组分赴青
平镇尧 塘蓬镇对口帮扶村委袁 开展
2019 年精准扶贫春节慰问活动袁为
贫困户送上春节慰问品遥
自 2016 年以来袁该局积极响应
党和国家号召袁整合人力物力袁派遣
驻村工作组进驻对口帮扶村推进脱
贫攻坚工作袁 协助对口帮扶村开展
精准扶贫项目遥每逢节日袁该局都组
织开展贫困户慰问活动袁 使贫困家
庭有更多的幸福感与获得感遥
茵本报讯渊通讯员张思婷冤1 月
25 日袁罗州街道关工委执行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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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再次在全国近 2000 个县
域经济单元中脱颖而出袁跻身全国
县域经济 400 强竞争力榜单前 200
名袁说明我市近年经济社会发展日
益 增强袁 综合 竞争力不断攀 升遥
2018 年袁我市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

我市超额完成 1 月无偿献血任务
本报讯渊记者林达琳冤近日袁记
者从市采血站获悉袁 截至 1 月 23
日袁 我市共有 320 人参与无偿献血
活动袁 累计献血量 100200 毫升袁超
廉江市教师进修学校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廉江市支行核发
遗失
声 明 的 叶 开 户 许 可 证 曳袁 核 准 号 院J5912000386002 袁 账 号 院
80020000002339837 袁现声明作废遥

遗失
声明

四川省彭山县凤鸣镇东红村 2 组 136 号窦永忠遗失
野窦永忠冶私章壹枚袁现声明作废遥

遗失
声明

廉江市石岭镇老屋场村 5 号李胜文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签发户口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安铺镇河东路 41 号麦秀凤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4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额完成湛江下达的 300 人的任务遥
据了解袁 为确保春节期间应急
用血和临床手术用血需求袁 湛江市
卫生健康局办公室下发 叶关于做好

挖掘旅游资源袁积极开发特色旅游
产品袁让乡村旅游成为助推乡村脱
贫致富的野助推器冶和野催化剂冶遥

祝 福 千 万 家

2018 年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 400 强出炉

位

本报讯渊记者温鹏冤记者日前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的研究成果叶中国县域经济发展
报告渊2018冤曳发布的消息中获悉袁
廉江再次跻身全国县域经济 400
强竞争力排行榜袁 位居全国第 185

植了薰衣草尧醉蝶花尧硫华菊等各
色花卉袁 还有稻草人主题乐园尧农
耕文化展示区尧 休闲农业观光区
等袁集观光尧体验尧休闲于一体袁打
造一幅姹紫嫣红的美丽花卷遥 营仔
镇将以花海世界开园为起点袁深入

春节期间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曳袁要
求各县渊市尧区冤按照名额分配袁切实
做好无偿献血工作袁 其中廉江市 1
月份献血任务为 300 人遥 我市卫计

寻亲启事
许孝平袁 男袁 现年 1 岁袁于
2017 年在廉江市塘蓬镇陈垌村
路口拾到袁现由许道诚拾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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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村居委会证明与许道诚联系认领遥
联系人院许道诚
联系电话院13717039460

局决定大力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袁并
且加强组织领导袁广泛宣传发动袁落
实保障措施袁 得到了市直医疗单位
尧各镇卫生院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尧

谢维顺尧 市一小副校长梁朝基等走
访慰问建设社区一户单亲家庭袁送
上贺年礼品及 2000 元慰问金遥
慰问中袁 详细了解该户家庭两
姐弟在生活尧学习上中遇到的困难袁
鼓励他们树立信心袁 以积极乐观的
态度去面对生活袁 并嘱咐他们有困
难要及时向社区党委寻求帮助袁社
区一定会尽心尽力帮忙解决遥 一句
句关怀的话语让受帮扶群众热泪盈
眶袁深切感受到党和社会的关爱遥
茵本报讯渊记者梁百惠冤近日袁
廉江市吴文化研究会吴玉文率队慰
问了困难家庭和五保户袁 为他们带
去宗亲的祝福袁送上大米尧食用油尧
棉被等慰问品和慰问金遥
城南街道大岭村吴永东尧 吴寿
东两兄弟的家庭陷入了困境遥 弟弟
吴寿东前年中度中风袁身体瘫痪袁重
担全部压在吴永东和他弟媳妇身
上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袁吴永东于去
年 12 月因病去世袁留下 6 个未成年
的子女遥最大的女儿刚读初中袁最小
儿子才读小学一年级遥当天袁吴玉文
一行来到吴寿东家里袁 看望慰问了
他们袁鼓励他们增强生活信心袁好好
培养孩子遥随后袁宗亲代表将爱心款
亲自交到吴寿东弟媳手上遥
当天袁还走访慰问五保户 92 岁
的吴汝仁和 88 岁的莫雪珍遥

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袁主动适应新常
态袁注重培育新业态袁着力激发新
动力袁 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袁
优化经济结构袁打造廉江经济升级
版袁推动我市综合实力稳步提升遥
我市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562 亿元袁
同比增长 7%袁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
增强袁知名度尧美誉度不断提升袁并
上榜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袁以及全国首批创新型县渊市冤尧
2018 年中国幸福百县榜遥
民营医院尧农场医院的积极响应袁由
各单位领导带队袁 按时间安排表参
加无偿献血活动遥 截至 1 月 23 日袁
我市共有 320 名卫计系统干部职工
和 乡村 医 生参 与 无偿 献 血活 动 袁
为全市广大群众带好头尧做表率袁为
社会献爱心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