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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宣传部
开展党日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冤7 月 1
日袁 市委宣传部党支部组织党员前
往红色教育基地要要
要中国人民解放
军粤桂边纵队成立纪念碑前袁 开展
以野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冶为主题的
党日活动遥
全体党员在市委常委尧 宣传部
长关维荣的带领下袁 首先参观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成立纪念
碑袁 听有关人员讲述中国人民解放
军粤桂边纵队成立的历史和战斗过
程袁 详细了解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曾留下过的革命足迹遥 并在纪
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袁 回顾党的光
辉历程袁再次接受心灵的洗礼袁进一
步坚定了理想信念遥随后袁到省扶贫
农业龙头企业尧 省重点农业龙头企
业要要
要广东茗皇茶业有限公司生产
基地参观袁并观看宣传教育片叶红土
热血院关泽恩曳遥 党日活动让全体党
员深感要珍惜当下袁传承红色基因袁
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遥

市发改局在安铺
举办党日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李廷赋 通讯员
邓景鸿冤6 月 28 日下午袁 市发展和
改革局党员到安铺镇开展 野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党日活动遥
活动中袁 大家参观了安铺镇古
船木文化创意产业园尧野智农食谷冶
展馆和文博苑博物馆袁 并在安铺镇
智云农业食品生态投资有限公司会
议室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大会遥 会上袁该局党组书记尧局
长伍华武先后为优秀共产党员颁
奖袁 为局全体党员颁发 叶政治生日
卡曳袁 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遥
伍华武要求与会人员要切实把抓落
实作为履职尽责的本分袁 进一步创
新工作方式袁 努力推进廉江各项改
革袁 以新的更大成绩迎接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遥

市志办开展
“七一”慰问
本报讯 渊通讯员陈靖冤6 月 25
日袁 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郑仁胜带领党员干部看望困难老党
员尧贫困户袁送上党组织的温暖和关
怀袁并致以亲切问候遥
在镇尧村干部的陪同下袁郑仁胜
一行先后来到石角镇丰满村五保老
党员罗李华及贫困户伍瑞英尧 刘钦
武尧冯华喜尧陈红云尧冯福刚尧罗伟刚
家中慰问袁 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
况尧家庭基本情况尧经济来源袁为他
们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遥 并鼓励他
们树立信心尧乐观面对生活尧克服困
难遥 在走访慰问中袁当看到房改户冯
福刚家还未安装水电时袁 郑仁胜要
求帮扶干部了解原因袁 督促有关部
门尽快为该贫困户安装好遥

廉江市劳福茂茶业有限公司

地址：廉江市塘山路 103 号

电话：6673106

综合窑新闻

E原皂葬蚤造押造躁遭圆园园圆岳增蚤责援员远猿援糟燥皂

市委办党支部开展庆野七一冶主题党日活动

重温革命历史
本报讯渊通讯员张思燕冤6 月 28
日下午袁 市委办党支部组织党员到
良垌镇开展野七一冶党日活动遥 大家
参观中塘革命纪念馆袁 了解中塘的
革命战争史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
事迹袁回顾共产党红色革命历程袁接
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遥
党员们参观中塘革命纪念馆内
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尧 图书室和革命
史展遥 党员们认真倾听革命烈士的
事迹袁 更深刻地理解革命先烈为中
华民族的解放袁为新中国的建立尧建
设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袁 及其艰苦奋
斗的革命精神遥接着袁全体党员在党
支部书记尧 市委办副主任郭毕生的
带领下袁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袁共同
表达了为党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决
心遥随后袁大家来到良垌兴旺农业机
械专业合作社召开支部会议袁 党支
部组织委员尧 市保密局局长龙世南
宣读市委办表彰 2018-2019 年度
优秀党员的决定袁 并现场颁发了优
秀党员荣誉证书遥
市委常委尧 市委办主任黄生以
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活动袁 并以
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为题袁结合市
委办工作和加强办公室干部队伍建
设给大家上党课遥 黄生对本次党日
活动及今后工作提出要求袁 一是精
气要足袁二是内力要强袁三是形象要
美袁 四是氛围要好遥 要坚持围绕中

接受红色洗礼

市公安局慰问
横山困难党员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 通讯员
姚枢志冤7 月 1 日袁受副市长尧公安
局长林小斌的委托袁 市公安局政委
谢日福到横山镇开展慰问老党员和
困难党员活动袁 横山镇委书记梁桂
雄以及镇长苏昌参加慰问遥
慰问组先后慰问了央村村民小
组老党员潘品袁 李曲塘村民小组困
难党员何素英袁 并为老党员们送上
慰问金慰问品遥 每到一处袁慰问组都
亲切和老党员们交谈袁 详细了解他
们的生活情况袁 叮嘱他们好好保重
身体袁继续发挥余热袁为全镇乃至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遥
老党员们表示袁 只有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袁 国家才能越来
越繁荣富强袁人民才能越来越幸福遥

青春志愿行
助力乡村振兴

市委办举办主题党日活动 张思燕 摄
心尧服务大局袁把野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冶主题教育同推进野三服务冶工
作结合起来袁 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
的关系袁处理好全面与重点的关系袁
处理好对上服务与对下服务的关

系袁处理好务实与务虚的关系袁以一
流的工作态度尧一流的工作效率尧一
流的工作质量袁 为建设宜居宜业的
北部湾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作出应
有贡献遥

大家纷纷表示袁 这次活动让大
家重温了革命历史袁 更让大家经历
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遥 今后一定要
发扬红色革命精神袁牢记党员承诺袁
不忘初心袁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遥

廉江中学举行教职工庆野七一冶合唱比赛

本报讯 渊记者林梅英 通讯员
钟宛霖 梁冬青冤6 月 29 日袁我市第
三中学 9 名教师组成志愿服务队袁
到石岭镇竹山背村开展 野青春志愿
行袁助力乡村振兴冶主题墙绘活动遥
以绘制墙画形式参与野6.30冶扶贫济
困日袁迎接野七窑一冶建党 98 周年遥
当天袁教师们顶着烈日高温袁坚
持绘画袁 在火砖旧墙上描绘色彩鲜
艳的图画以及充满正能量的宣传标
语袁 给山村增添别样风景遥 色彩鲜
艳袁图文并茂的墙绘袁引来村里小孩
的好奇袁激发他们的审美兴趣曰过往
村民停车驻足袁 对汗流浃背的教师
志愿者纷纷夸赞遥
墙绘图文令人赏心悦目袁 宣传
标语简单有力袁广受群众好评遥

推 进“艺 术校 园，幸 福 校 园 ”建 设
本报讯渊记者李廷赋 通讯员
陈希宇冤携手迎盛世袁红歌庆华诞遥
6 月 30 日袁廉江中学举行野歌颂祖
国 爱我廉中冶教职工合唱比赛袁
全面推进野艺术校园袁幸福校园冶建
设遥 教职工用火热的激情尧嘹亮的
歌声袁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之情遥
市直工委尧教育局尧人民医院相关
领导嘉宾以及廉江中学师生数千

人一起参加活动袁共庆欢乐之夜遥
比赛前袁该校认真做准备工作袁
组织代表队抓紧排练袁确保以良好
的精神面貌进入比赛遥 6 月 30 日
晚袁比赛在廉中运动场进行袁10 个
代表队展开角逐遥 每队都有几十人
合唱袁配上指挥尧音乐伴奏袁歌声整
齐尧雄壮有力遥 每队出两个节目袁其
中有一首是革命歌曲袁另一首是该

送去扶贫物资
本报讯渊记者肖挺冤为助力贫
困户早脱贫袁 早致富袁6 月 25 日上
午袁市妇联先后到对口帮扶的良垌
镇南桥村和禄寿村袁为以上两村 28
户低保贫困户发送耕牛尧 鸡苗尧化
肥袁通过野造血式冶帮扶袁为他们开
启野致富门冶遥 妇联主席黄海桃尧良
垌镇委书记刘明宇等人将扶贫物
资发到低保贫困户手中遥
发放现场充满喜庆气氛袁记者
看到一头头小耕牛袁 毛色光亮尧健
壮可爱遥 一筐筐的鸡苗整齐排放在
空地上袁 给人无限的希望和期待遥
化肥一包包有序叠放袁 堆成了小
山遥 发放仪式上袁黄海桃向贫困户
讲解了扶贫的政策袁希望他们好好
放养耕牛尧精心养鸡苗袁做好农作
物施肥管理遥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袁
拓宽增收渠道袁早日脱贫致富遥
南桥村一单亲妇女袁领到了一
头健壮的耕牛遥 她儿子正在读大
学袁家庭生活十分困难遥 她激动地
说院野真是太感谢妇联领导了袁感恩
党的好政策袁如今有了妇联送来的

一尧活动目的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袁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袁 增强客家文化自豪感袁 扩大廉江
亻厓 歌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袁 活跃和丰富群众的文
化生活袁让廉江亻厓 歌 焕发新活力袁助力我镇美丽
乡村建设遥 经镇委镇政府研究决定袁举办长山镇
2019 年弘扬廉江亻厓歌 系列活动遥活动方案如下院
二尧活动内容
渊一冤廉江亻厓歌 原创歌词征集比赛
渊二冤廉江亻厓歌 歌唱大赛
三尧活动时间
渊一冤廉江亻厓 歌 原创歌词征集比赛院6 月至 8
月
渊二冤廉江亻厓歌 歌唱大赛院9 月
四尧参赛人员资格
凡热爱音乐艺术的渊含在廉江工作的冤廉江
社会各界人士袁不限年龄尧性别袁不限个人或组合
均可报名参赛遥
五尧奖项设置
渊一冤廉江亻厓歌 原创歌词征集比赛
一等奖 1 名渊奖 2000 元冤曰

二等奖 3 名渊各奖 1000 元冤曰
三等奖 5 名渊各奖 500 元冤曰
优秀奖若干名渊各奖 200 元冤遥
渊二冤廉江亻厓 歌 歌唱大赛
冠军渊奖 2000 元冤袁亚军渊奖 1000 元冤袁 季军
渊奖 800 元冤袁最佳人气奖渊奖 500 元冤遥
六尧参赛要求
渊一冤廉江亻厓 歌 原创歌词征集比赛
歌词内容健康袁贴近群众生活袁喜闻乐见袁具
有当地特色和时代气息遥
渊二冤廉江亻厓 歌 歌唱大赛
参赛曲目内容健康尧 积极向上袁 唱法符合廉
江亻厓 歌 曲调袁表演形式丰富袁具有艺术性遥
渊三冤原创歌词征集比赛的参赛作品请送至
长 山 镇 文 化 站 或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渊cswhz2014@126.com冤曰 有兴趣参加歌唱大赛的
选手与长山镇文化站工作人员联系报名参赛袁联
系人院揭育春尧陈宗庭袁联系电话院13553519318尧
17820971102遥
长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2019 年 6 月 10 日

一种力量遥 今年廉江中学迎来百年
华诞袁大家将以唱红歌尧唱校歌为途
径袁进一步唱出爱国爱校的情怀袁工
作上勇创佳绩袁谱写一曲壮丽的廉
中赞歌遥 冶
比赛邀请兄弟学校专业教师进
行评审袁共评出本次比赛一等奖两
名尧二等奖三名尧三等奖五名遥 比赛
结束后袁领导们为获奖者颁奖遥

帮 助 贫 困 户“ 造 血 ”

耕牛袁我们家脱贫就有指望了浴 冶前
来领取牛的贫困户满脸洋溢着笑
容袁对妇联为他们送来野脱贫牛冶纷
纷表示感谢遥 禄寿村一位贫困老汉
接过牛绳袁 看着领到手的耕牛袁非
常激动地说院野像这种牛要是在市
场上买要 3 千多元一头呢袁现在能
免费拿到袁真是太好了浴 太感谢政
府了浴 冶
南桥村一贫困户种有大片荔
枝袁正在生长期遥 妇联这次及时送
来化肥袁 为他解决了施肥的问题袁
让他感到非常高兴袁他表示对前景
充满信心袁一定精心施好肥袁把果
园管理好袁争取大丰收遥
市妇联和贫困户合力将一只
只活泼的壮鸡苗分发到贫困户各
自的筐里遥 禄寿村 56 岁的一位低
保贫困户高兴地说:野像我这样的人
无法出门打工袁 只要把这鸡养好袁
在下半年出售以后袁就有一笔不少
的收入了袁非常感谢政府部门为贫
困户着想遥 冶
此次活动袁 市妇联精心组织袁

长 山 亻厓 歌 活 动 启 事

校校歌叶百年流芳要要
要我们在这里
成长曳遥 活动中间袁市人民医院代表
队演出情景剧和健排舞袁使活动内
容更加丰富多彩遥
本次比赛水平较高袁在观众中
间产生积极的影响袁非常有意义遥
廉江中学校长张旭说院野传唱这些红
色经典歌曲袁不仅仅是一种追忆尧一
种传承袁更是在感受一种激情尧汲取

喜领耕牛 肖挺 摄
认真筹备袁精准落实袁共投入 7 万
多元袁 采购了 14 头耕牛尧250 只 3
斤多重的鸡苗袁化肥 4200 斤袁发放

给良垌镇南桥村和禄寿村 19 户低
保贫困户袁 帮助他们开启 野致富
门冶袁力争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遥

1尧揖举报铱雅塘镇府前路 45 号
雅塘小状元精品文具店涉嫌虚假宣
传
李先生反映袁2019 年 4 月 1 日
在雅塘小状元精品文具店开设的淘
宝店铺购买一瓶薏菊伏湿膏袁 订单
号 190401-346775224973803 遥 其表
示商家在网页宣传该产品有治疗或
预防疾病的功效袁 其收货后发现该
产品仅为一个普通食品袁 故认为商
家误导消费者消费袁 侵犯其个人权
益遥 现希望相关部门能核查处理遥
廉江市市场监管局回复 依据
李先生的投诉举报袁 我局派出执法
人员对廉江市雅塘小状元精品文具
店进行调查袁经核查袁在其雅塘的经
营点并未发现被投诉举报产品袁文
具店负责人称是其家人用其营业执
照在东莞登记开网店袁对此袁我局暂
扣其营业执照袁 责令其停业整改处
理袁对其涉嫌违反广告法的行为袁我
局对其进行立案处理遥
2尧揖举报铱 廉江市黄村街 113
号旁边的米酒作坊噪音及炊烟扰民
陈先生反映廉江市罗州街道办
黄村居委会黄村街 113 号旁边的无
名的米酒作坊袁 每日作业时间为
06院00-17院00袁长时间作业期间烧柴
蒸米酒袁 排放的炊烟严重影响附近
居民的日常生活遥 且该作坊早上过
早作业袁午休时间亦持续作业袁产生
的噪音影响居民正常作息袁 望相关
部门尽快核查处理遥
罗州街道办回复 街道组织城
管办尧城监中队尧黄村居委会前往查
看袁档主表示马上整改袁并于 6 月前
将酒厂搬走遥

廉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固体废弃物安全填埋
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廉江市绿色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委
托重庆九天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对廉
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固体废弃物安
全填埋场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袁根据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曳
渊生态环境部令 2018 年第 4 号冤的要求袁
现将 叶廉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固体
废弃物安全填埋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曳渊征求意见稿冤进行全本公示袁征求
公众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遥
一尧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单 位 或 个 人 可 通 过 链 接 院http://
www.eiabbs.net/thread-177029-1-1.html
查看 叶廉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固体

废弃物安全填埋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曳征求意见稿遥
单位或个人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
至取阅袁 联系人肖经理袁 联系电话
13972962687遥
二尧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所有公
众遥
三尧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单位或个人若对项目环评有宝贵意
见或建议袁 可在链接院http://www.eiabbs.
net/thread-177029-1-1.html 下载公众意
见表进行填写反馈遥
四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单位或个人若对项目环评有宝贵意
见或建议袁 可将填写好的公众意见表通

过电子邮件尧传真尧信函等方式在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内提交建设单位袁反
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遥
建设单位院 廉江市绿色东方新能源
有限公司
联系人院 肖经理曰 联系电话院
13972962687
邮箱院xiaozheng@infore.com
通讯地址院廉江市横山镇七星岭渊县
道 680 北侧冤遥
五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遥
公众意见的反馈时间为自公示发布
日期起 10 个工作日内遥
廉江市绿色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