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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防范化解
环境社会风险
本报讯渊记者徐广珍冤为提高各
地各部门环境社会风险意识袁 强化
防范化解环境社会风险能力袁6 月 6
日上午袁省生态环境厅邀请有关野邻
避冶 问题防范化解专家为湛江市各
级党政领导干部授课袁 我市各有关
单位负责人在廉江分会场参加遥
会议指出袁野邻避效应冶 对于政
府尧社会尧群众以及建设方都形成不
良影响袁要提高各地各部门对于野邻
避冶 效应的认识以及应对措施的了
解遥包括对于项目设施的充分分析尧
研判袁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提升各地
各部门的协作袁科学防范尧妥善处理
出现野邻避冶风险的情况遥
会议强调袁各方尧各部门要严格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野党政同责冶尧野一
岗双责冶要求袁做好属地职责范围的
环境社会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袁 全力
将环境社会风险降到最低曰 各地要
保持高度警惕袁 时刻绷紧防范化解
环境社会风险这根弦遥常观大势袁常
思大局袁全面摸查野邻避冶项目推动
过程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袁 努力做
到防范在先尧发现在早尧化解在小曰
各地尧各部门要精准研判野邻避冶项
目环境社会风险袁系统谋划袁多方联
动袁妥善处理公众利益诉求袁切实做
好重大建设项目社会矛盾化解袁不
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遥

为汽车总站搬
迁做调研工作
本报讯渊记者罗章冤为落实市十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议案和代表建议
办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袁端午节前夕袁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关于搬迁廉
江汽车总站并建设休闲公园的议案
办理工作调研活动遥
市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和部分
委员尧 职能部门负责人到廉江汽车
总站和新选址项目进行实地调研袁
听取相关情况汇报遥 廉江汽车总站
位于中山二路路段袁由于路面较窄尧
交通量大袁 进出站车辆经常造成交
通堵塞袁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袁群众
对汽车总站搬迁的呼声很高遥 为此袁
市人大代表提出搬迁汽车总站袁整
合汽车总站周边场地进行三旧改
造袁并在旧址建设休闲公园的建议遥
市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在调研
中要求要统一思想袁 提高议案办理
的政治站位曰 相关职能部门要明确
职责袁全力推进曰市人大常委会要依
法监督袁加快推进议案办理进度袁向
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据悉袁 廉江新汽车总站选址在
城区西北面北部湾大道边吉水镇上
大坡村对面袁用地 106 亩袁投资估算
1.5 亿元袁项目完成后可提高我市城
市品位袁并有效缓解城区交通压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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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干部接受党性教育培训
本报讯 渊记者肖挺 通讯员苏
思恩冤近日袁市妇联第九届执委尧各
战线部分妇女干部共 47 人袁到井冈
山接受党性教育专题培训遥
市妇联主席黄海桃在开班仪式
上作动员讲话袁 要求全体学员坚定
理想信念袁 领会井冈山精神的丰富
内涵遥 吸取革命力量袁 做到学有所
思尧学有所用尧学有所成遥
全体肃立袁 齐唱国歌尧 颁发军
帽尧 授班旗噎噎在庄严肃穆的氛围

中袁 拉开了此次学员们体验式学习
的序幕遥 专题教学袁听老师传教袁了
解井冈山岁月的斗争历史曰 现场教
学袁感受革命先烈的坚定信念曰场景
教学袁观实景演出袁再现野井冈山时
期冶的峥嵘岁月曰体验教学袁重走红
军路袁寻找无私无畏的红色足迹曰听
野后代冶追忆袁感受革命先烈的伟大
品格遥 将井冈山精神浓缩在学习培
训中袁寓教于野景冶袁寓教于野行冶袁使
每位学员的心灵受到一次前所未有

的洗礼遥 学员们在井冈山革命烈士
陵园尧茨坪毛泽东旧居尧井冈山革命
博物馆袁 开展了主题为学习井冈山
英烈袁终于理想尧无私奉献崇高精神
现场教学遥 在大井朱德尧 毛泽东旧
居袁开展了主题为勤于学习尧善于思
考尧勇于实践的现场教学遥 在茅坪八
角楼尧象山庵袁开展了主题为实事求
是尧勇于创新精神的现场教学遥
学员们穿红军服袁 开展学习部
队整编袁 重走朱德尧 毛泽东挑粮小

心 怀 感 恩

道袁重走红军路尧制作红军餐等主题
学习活动袁体验红军生活遥 参观黄洋
界保卫战旧址袁体验红军不怕牺牲尧
艰苦奋斗尧勇于胜利的精神遥
井冈山之行最大的感受是接受
教育袁接受洗礼袁升华精神袁净化心
灵袁通过这次学习袁要传承野坚定信
念袁艰苦奋斗袁实事求是袁敢闯新路袁
依靠群众袁 勇于胜利冶 的井冈山精
神遥 联系实际袁学以致用袁真正把学
习的成果袁用到实际工作中去遥

梦 想 启 航

廉江中学举行 2019 届高三毕业典礼

本报讯 渊记者李廷赋 陈希
宇冤6 月 8 日下午袁高考结束遥 廉江
中学在大操场举行 2019 届高三毕
业典礼袁 校长张旭为高三同学上
野最后一课冶袁 表彰优秀毕业生袁为
1730 名学生颁发毕业纪念章和毕
业证书遥 毕业典礼祝福同学们都有
美好的前程袁希望大家野常回家看
看冶遥
毕业典礼上袁 张旭寄语同学
们院坚定信念袁以理想之光照亮人
生曰热爱祖国袁以家国情怀创造辉
煌曰学会感恩袁以仁爱之心拥抱社
会曰眷恋母校袁以赤子之心回报学
校遥 他说袁今天的高考只是人生旅
途中一个驿站袁 希望你们不忘初
心袁 牢记以前立下的成为科学家尧
文学家或者解放军的理想抱负袁坚
守信念尧不折不挠遥 也希望同学们
不管以后学识多高尧 成就多大袁都
不要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尧母校的
栽培之恩尧师长的教导之恩尧祖国
的托举之恩遥 张旭说袁今年 11 月 2
日廉江中学将迎来百年华诞遥 一百
年来袁 无数廉中校友秉承校训精
神袁自强不息尧开拓创新袁成为行业
精英尧社会栋梁袁为国争光袁为母校
争光遥 他们都是你们的榜样遥 希望

我市开展世界
环境日宣传
本报讯 渊记者林达琳 通讯员
钟旨冤野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袁 倡导勤
俭节约尧减少污染尧绿色低碳尧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袁 天将
更蓝袁水将更清袁山将更绿袁我们的
共同家园将更美好遥 冶一位市民在观
看环保知识展板后激动地说遥 6 月 5
日袁 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廉江分局在
市人民公园举行世界环境日宣传活
动袁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咨询遥
据了解袁 我市高度重视生态环
境保护袁 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重要理念袁 倡导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袁努力建设美丽廉江遥 为迎接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的到来袁 湛江市
生态环境局廉江分局以野环境保护尧
生态文明尧绿色生活冶为主题袁在各
中小学开展野美丽廉江冶板报比赛袁
并将板报摆在闹市展出遥 各中小学
还上一堂生动有趣的环保知识课袁
让学生从小学会用实际行动保护环
境袁节约资源袁争当一名优秀的环保
小卫士遥 在世界环境日开展的环保
知识宣传活动中袁 设立环保法治论
坛袁开展环保法律法规咨询袁受理环
保投诉袁并发放 1000 多份环保知识
手册尧环保宣传单遥

吉水人大代表
视察吴川新农村

图为毕业典礼 陈希宇 摄
你们用野廉中校友冶这个亲情纽带袁
谱写携手共进尧互助共赢的诗篇遥
毕业典礼表彰优秀毕业生袁并
为全部同学颁发毕业纪念章和毕

业证书袁 对同学们给予诚挚的祝
福遥 学生代表在发言中说袁我们在
廉中三年收获了知识和友谊袁同学
们一起面对困难尧共同成长袁经历

了非常宝贵的时光遥 感谢母校袁感
谢老师袁感谢同学袁我们将继续努
力袁不负母校的期望遥 今天我们以
母校为傲袁明天母校以我们为荣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梁秀玲冤为了开
展好野代表活动日冶活动袁近日袁吉水
镇人大组织人大代表前往吴川市视
察新农村建设遥
当天袁 驻吉水镇的人大代表 19
人前往吴川市塘缀镇瑚琳赤里村和
吴阳镇霞街社区视察遥 瑚琳赤里村
响应新农村建设号召袁 村中乡贤出
资将村庄重新规划建设别墅群袁新
村建设还配套绿地公园尧灯光球场尧
综合文化群楼尧 文化广场以及生态
风景塘等曰 霞街社区历来文化底蕴
深厚袁人才辈出袁全面开展新农村建
设袁效果显著遥 通过视察袁代表们感
触颇多袁 都说要更好地发挥人大代
表先锋作用袁 为新农村建设谋划出
力袁让群众过上宜居小康生活遥

打造中西家具文化的引领者
要记廉江一品木业有限公司陈振瑞
要要
本报记者 李文静
陈振瑞是廉江一品木业有限公
司工程部副经理和样品车间负责
人袁 二十多年坚守在产品设计生产
的第一线遥他带领的设计团队袁获得
美国家具产品最高奖项 野金樽奖冶袁
在产品设计方面拥有发明专利 1
项尧实用专利 6 项尧国家级生产技术
专利 71 项遥
自 1996 年加入廉江一品木业
有限公司以来袁 陈振瑞对工作认真
负责袁吃苦耐劳袁多次在公司举行的
样品设计比赛中获得冠军的荣誉袁
连续多年获得公司优秀员工称号遥
遇上客户比较急的大订单时袁 他组
织工厂员工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袁
在车间连续作战袁吃饭都在车间里袁
提前高质量完成公司的订单任务遥
陈振瑞对产品的设计严谨袁一
丝不苟袁确保每个部件的质量袁不达
要求绝不轻易交货遥他注重细节袁追
求完美和极致袁不惜花费时间精力袁
孜孜不倦袁反复改进产品袁以求产品
达到完美最大化遥 在他的精益求精
的品质精神的带动下袁 公司员工工
作认真不松懈袁 使得产品的退货率

为零袁 从没有收到客户因产品质量
问题的投诉遥
经过二十多年工艺的沉淀袁陈
振瑞不懈追求袁执着奋进袁坚持以市
场为导向尧不断创新的产品理念袁融
揉了中西家具文化的精髓袁 铸就了
一品家具产品的稳定尧卓越尧独特的
品质遥 设计产品秉承英国皇室贵族
血统尧悠然大气尧富丽清秀袁原木色
加深配以金属铜片浮雕点缀袁 结合
中式花翎袁 以铜钱为中心配以自然
花草袁预示回归自然袁彰显出高贵典
雅的设计理念遥 无论是完美的弧形
设计袁还是复杂的高雅造型袁无不透
露出奢华沉稳的静态美感袁 带给人
无限的想象空间遥
陈振瑞细心做好每一个环节袁
用心做好每一件产品遥 他以严密的
质量管理体系袁 奠定了高品质的坚
实基础遥 他设计出一系列铜雕木质
复合家具袁 拿到了多项国家实用专
利遥 在他带领团队的设计技术的支
持下袁 公司通过了省级技术中心和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评价遥 在
2003 年获得美国家具产品最高奖

陈振瑞在产品设计生产第一线 李文静 摄
项野金樽奖冶袁2015 年获得湛江市工
业大赛二等奖袁2018 年廉江红橙节
展会的展位布展工作袁获得野展位布
展一等奖冶遥 产品设计方面拥有发明
专利 1 项尧6 项实用专利尧71 项国家
级生产技术专利遥 他所设计的产品

远销欧尧美尧日等全球 40 多个国家
和地区袁 并且是中东地区唯一的家
具免检产品品牌遥
野耐得住寂寞袁守得住清贫袁不
急功近利袁不贪图名利遥 冶这是陈振
瑞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遥

1尧揖投诉铱青平镇来福田村灌溉
用的河道过水桥上游破损严重
苏先生反映青平镇花平水村委
会来福田村灌溉用的河道过水桥上
游破损严重袁村民无法灌溉袁望相关
部门尽快核查处理遥
青平镇回复院 苏先生反映的上
述问题袁 镇政府有关部门人员已到
现场了解情况袁经查袁这个灌溉用的
河道过水桥是本村修建用来引水灌
溉的袁 上级政府并没有这项维修资
金袁只能靠本村群众集资维修解决遥
2尧揖投诉铱吉水镇上坝仔村新建
的化粪池与新建的水井十分临近
市民是吉水镇大金村委会上坝
仔村的村民袁 村中新建的化粪池与
新建的水井相距 40-50 米袁市民担
心存在污染袁 现希望相关部门尽快
跟进处理遥
吉水镇回复院您好浴 经核实袁你
村新建的化粪池是由你村自行选址
建成的袁且该化粪池由水泥筑成袁离
水井尚有一段距离袁 污水是经过三
级过滤后通过排污管排放的袁 渗透
到地下的可能性较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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