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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市委中心工作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湛江市领导到我市巡视高考情况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冤6 月 7 日
上午袁 湛江市副市长崔青到我市巡
视高考情况遥 湛江市教育局局长李
更盛袁 我市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庞晓
冬袁副市长尧市公安局局长林小斌袁
副市长崔军以及市教育局局长叶春
等领导陪同遥
在市实验学校考点视频监控
室袁 崔青听取了我市高考工作情况
汇报袁 并通过视频监控设备查看各
考室监考情况遥 她指出袁高考是牵动
千家万户的大事袁 各有关部门要加
强协调配合袁形成工作合力袁采取严
密措施袁抓紧抓好每一个环节袁做好
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尧后勤保障尧督导
检查尧考风考纪的管理等工作袁确保
服务到每个考生袁 使每个环节都安
全顺畅袁确保今年高考工作安全尧平
稳尧顺利进行遥

右图为领导巡视我市高考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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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市长带队
巡视高考考点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 肖挺冤6
月 7尧8 日袁我市市委书记林海武袁市
委副书记尧 市长庞晓冬分别带队到
廉江中学尧市实验学校和市一中尧市
二中尧市三中等高考考点巡视遥
林海武尧 庞晓冬一行在各个考
点分别走进视频监控室尧 考务办公
室等场所袁详细了解考场秩序尧考务
组织尧应急处理等情况袁并通过视频
监控设备查看监考情况遥 林海武指
出袁高考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袁
考务工作务必要细致再细致袁 工作
人员要认真落实责任袁 严格遵守考
务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遥 他强调各
相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和安全保
密观念袁配齐安全设施袁确保考卷安
全尧考场安全尧考生安全袁确保高考
安全平稳举行遥
市领导黄生尧林小斌尧崔军以及
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巡视遥

湛江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督察组到我市督察

全力推进全域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冤6 月 5
日上午袁湛江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督察组到我市督察指导工作袁
进一步推动我市相关工作再上新
台阶遥
湛江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第
一督察组组长王海与我市市委书
记林海武袁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
黄生袁副市长林家春以及市相关职
能部门主要领导一起座谈遥
在认真听取工作汇报后袁王海
充分肯定了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的成效袁 希望我市借鉴浙
江尧山东等地的经验做法袁引导村
民转变观念袁自觉参与到整治工作
中去遥 此外袁要合理使用专项资金袁
确保专项资金用到实处袁 用出效

果遥 希望我市积极协助督察组开展
检查袁制定相关的整改方案袁积极
落实整改袁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上级
部门反馈整改情况遥
林海武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袁
他表示袁我市将根据督导组的意见
逐项整改袁 并以这次督导为契机袁
全力推进全域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袁
让农村成为宜居宜业美丽的新农
村遥同时袁他还提出了五个落实遥一
是要提高站位抓落实袁把思想统一
到中央尧省尧湛江人居环境整治要
求上来曰 二是要对标要求抓落实袁
积极对标村道硬底化尧生活污水处
理尧垃圾分类处理尧供水等 11 项要
求袁按照年度计划袁逐项抓好落实曰
三是要以先进带动抓落实袁党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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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号召党员带头干袁 积极发动乡
贤尧老板尧村民自觉主动参与曰四是
考察学习抓落实袁 要认真学习尧借
鉴浙江尧山东的经验做法袁结合自
身实际袁 把每项工作做细做实曰五
是结合创文抓落实袁要把全市创文
工作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机结
合起来袁加大力度进行整治袁不断
提升人居环境质量遥
林家春汇报了我市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情况遥
今年 5 月以来袁我市以更高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动员全市上
下加大力度开展工作袁 全市 3815
条自然村已有 2442 条自然村完成
了野三清三拆三整治冶任务袁完成率
64%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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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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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委宣传部
领导到我市调研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冤 近日袁
湛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敏飞带队
到我市调研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
融媒体中心建设情况遥 我市市委常
委尧宣传部长关维荣袁以及市委宣传
部尧市广播电视台尧市新闻中心等部
门相关负责人参加座谈会遥
周敏飞一行实地查看了市融媒
体中心尧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
市文化馆袁详细了解基本情况尧相关
制度和运行机制设置尧 建设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袁 以及文明实践活动开
展情况等遥 当前袁我市已建成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 1 个袁镇渊街冤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 21 个袁村渊社区冤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 391 个袁 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 94 个遥 成立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总队 1 个袁服务分队 8 个袁
服务小队 416 个遥 至今年 4 月袁各级
文明实践志愿者队共开展或指导开
展文明实践活动 69850 场次袁 服务
群众 92 多万人次遥 在融媒体中心建
设方面袁 我市融媒体中心于去年 10
月 22 日正式挂牌袁 并起草制定了
叶廉江市组建融媒体中心工作方
案曳袁已提交市委尧市政府审核袁初步
设置采访策划部尧外宣部尧网宣部等
17 个部门遥
关维荣表示袁 我市将按照上级
的部署袁更加关切群众需求袁不断充
实服务队伍和服务内容袁打响叶每周
说唱曳尧叶主官主讲曳尧叶田间课堂曳尧
叶健康直通车曳的品牌袁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袁 宣讲好新思想尧 新理
论尧新政策袁着眼关心群众尧教育群
众尧引导群众尧服务群众袁打造好廉
江样板袁试出廉江经验遥
周敏飞对我市的经验做法予以
充分肯定袁 认为我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工作探索在前袁走在前袁成效
明显遥 希望我市在下一步工作中袁要
紧紧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践
什么袁怎样去推动袁如何去保障袁进
一步做好经验总结和推广工作遥 要
把握好功能定位袁强化思想引领袁凸
显活动主题袁打上文明实践的烙印遥
融媒体中心建设方面袁 要提高传播
力袁高扬主旋律袁巩固优质内容袁以
新的理念袁拓展合作项目袁不断孵化
文化产业园袁实现优势互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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