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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迅速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高潮
本报讯 渊记者 谭杏娇 肖挺
郭龙碧冤5 月 10 日袁 省农业农村厅
巡视员陈央率队到我市调研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情况袁召开现场推进会遥
湛江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姜建军袁市委
常委陈光祥袁副市长陈伟杰袁市政协
副主席沈耀袁各县渊市尧区冤党政一把
手陪同调研袁并参加现场推进会遥
调研组实地调研了我市高桥镇
平山岗村尧簕古巷村袁青平镇青山脚
村尧 南便埇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情况遥 调研会上袁陈央充分肯定了湛
江市和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袁 认为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呈现出上下形成共识尧 实施方案
切实可行接地气尧 整治工作全面启
动袁以点带面尧点面结合全面铺开袁
部门密切配合袁资金投入大袁充分调
动民间力量等亮点遥 湛江市作为野三
农大市冶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显
得尤其重要遥 但目前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行存在农民卫生意识差等
问题袁野政府在干袁群众在看冶的情况
还较为普遍遥 野三清一改冶关键在于
改变农民的卫生习惯袁 要通过实行
公布野红黑榜冶推动村民积极参与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遥 要全力
做好清洁行动袁重点做好厕所改造尧

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遥 与兄弟县
渊市冤多交流经验袁破解野不会做冶的
问题袁严格督导袁久久为功袁致力打
造出亮点袁打造一批示范点遥
姜建军就如何做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进行了部署遥 他要求袁一

要高站位提高认识袁 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袁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仗袁是
农村工作中的重要工作袁 因此要充
分认识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
重要意义遥 二要聚焦重点袁在全市迅

速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高潮遥
整治过程中袁要坚持政府引导袁规划
先行袁因地制宜袁分类施策袁新农村
建设不能搞一刀切袁不能照搬照抄遥
示范先行袁统筹推进袁以点带面袁积
累经验袁形成示范袁注重保护袁留住

乡愁遥 层层压实责任袁各级党政一把
手亲自抓遥 三要强化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保障袁 切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
感袁责任感袁严格监督问责袁强化督
促指导袁建立群众监督机制袁接受群
众和社会监督遥 走群众路线袁唤起群
众的主人翁意识袁实现从野要我干冶
到野我要干冶的观念转变袁充分调动
农民的积极性遥
陈光祥传达了全省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现场推进会精神袁 并通报了
湛江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
况遥 遂溪县尧徐闻县尧吴川市分别就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了经验
交流遥 湛江市相关职能部门分别进
行了发言遥 我市市委书记林海武代
表廉江市介绍了全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情况遥 据了解袁近年来袁我
市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袁动
员各方力量袁整合各种资源袁强化各
项措施袁 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
出短板袁 大幅提升全市农村人居环
境面貌遥 会议播放了我市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专题片袁并阅读了叶廉江新
闻曳报野耶五抓五促爷推动乡村美丽嬗
变冶专题报道遥
图为湛江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现场推进会 肖挺 摄

我市召开迎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野回头看冶工作部署会

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向前推进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冤5 月 11
日下午袁我市召开迎接中央扫黑除
恶督导组野回头看冶工作部署会袁安
排部署迎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
野回头看冶等重点工作袁要求把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扎实向前推进遥
市委书记林海武袁 市委副书
记尧政法委书记吴奋袁市委常委尧市
纪委书记尧 市监委代理主任胡宁袁
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长关维荣袁市委

常委尧市委办主任黄生袁以及市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的领导袁各镇街相关领导袁市纪
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等共
90 多人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林海武指出袁自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以来袁我市已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袁社会环境
变好了袁秩序变好了袁我们要抓住
有利的时机袁继续抓好社会治理工

作遥 他要求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袁
亲自抓落实袁要丝毫不能疏忽遥 要
真抓实干袁主要是抓好野摸尧查尧打尧
办冶等四项工作袁做到摸得了尧查得
快尧打得准尧办得好曰要把野打伞破
网冶作为今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的重点来抓袁加大野刀刃向内冶的
力度袁一定要打出成效袁争取有新
的突破尧有新的进展遥 要强化督查袁
既要做好主要工作袁也不要将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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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下袁认真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扎实向前推进遥
吴奋要求袁 传导压力要全方
位袁确保政治站位再提高曰整改要
到位袁确保整改效果曰台帐管理要
到位袁确保资料归类规范曰摸排要
全动员袁 确保线索办理有成效曰宣
传要全覆盖袁确保氛围浓厚遥
胡宁主持会议袁并要求要加强
纪委监委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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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督导督查曰要以高度政治责任
感扛起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的责任曰
要坚持问题导向袁切实提高履职的
水平曰要从严问责袁全力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遥
会议同时通报了市纪委监委
与市扫黑除恶办开展联合督导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遥 青平
镇尧长山镇尧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在
会上作表态发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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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李文静冤近日袁廉
江市要融水县粤桂扶贫协作工作联
席会在我市召开袁 两地总结前阶段
工作成效袁 交流讨论精准扶贫等工
作经验袁 推动廉江融水扶贫协作取
得新的更大成绩遥
我市市委书记林海武袁 市政协
主席吴永光袁市委副书记尧政法委书
记吴奋袁 市委常委尧 市委办主任黄
生曰广西融水县委书记杨恩维袁县政
协党组书记尧主席潘文辉袁县委副书
记路燕云袁县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范
家荣袁县委常委尧县委办主任尧怀宝
镇党委书记叶海峰袁县委常委尧副县
长张洋袁副县长管丽文袁以及两地相
关部门主要领导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 林海武对杨恩维一行的
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袁 对融水县近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
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遥 他说袁廉江融
水两地联系密切袁互访交流频繁袁已
建成一批促发展尧惠民生的好项目袁
办成了一批好事实事遥 希望两地进
一步深化合作交流袁 推动扶贫协作
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遥 一是在产
业发展上大做文章袁强化产业支撑袁
提高贫困户增收脱贫致富能力袁做
到真脱贫尧不返贫遥 二是继续深化教
育尧医疗等方面的协作袁帮助更多融
水贫困学生接受教育袁 提高融水基
层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遥 三是增强
旅游产业的交流互动袁 努力开创互
惠互利尧合作共赢的良好发展局面袁
推动两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遥
杨恩维对我市长期以来给予融
水扶贫工作的关心支持帮助表示感
谢袁 并介绍了融水脱贫攻坚工作取
得的成效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遥 他
希望廉江融水两地加强协作袁 建立
更加紧密的交流合作机制袁 把两地
各自优势形成对接袁在更高的层次尧
更广阔的领域上实现优势互补尧互
利共赢袁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袁推动
双方共同发展遥
黄生主持会议遥 自 2017 年廉江
与融水开展扶贫协作以来袁 两地互
访交流累计达 37 次 638 人遥 广东
省尧湛江市尧廉江市三级财政对融水
县共投入援助资金 5470 万元袁实施
扶贫项目 13 个袁直接受益贫困人口
9585 人袁其中受益脱贫 4749 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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