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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冤7 月 26
日上午袁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尧
主任李世东来到城北街道中山社
区调研包联包创工作袁 与城北街
道尧 市住建局和中山社区 13 个责
任单位负责人座谈袁研究解决创文
工作存在问题袁共同推进我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袁让群众在创文
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遥
座谈会上袁李世东详细听取中
山社区和 13 个责任单位创文工作
汇报袁了解各单位负责的路段和区
域袁以及在创文工作中遇到的实际
问题和困难袁并对当前社区创文的
工作重点和下一步工作措施提出
指导意见遥 他说袁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是一项民生工程袁能够极大改善
城市面貌和人居环境袁让市民群众
真真切切受惠受益遥 我市创文工作
面广量大袁在领导到位尧效果持续尧
文明意识尧创建氛围等方面还存在
短板遥 中山社区 13 个责任单位要
坚持脚踏实地的干事作风袁问题要
一项一项地研究透和解决好袁把各
自责任包干区的创文建设工作做
细做实遥
李世东强调袁一是领导力量要
到位遥 各责任单位要召开班子会
议袁认真研究包干区存在问题的解
决措施袁领导要到位尽责袁高度重
视创文工作袁 并带头上街做劝导
员遥 二是责任落实要到位遥 要细分
任务尧责任到人袁工作要具体量化袁
用绣花针功夫来夯实创文工作遥 三
是问题整治要到位遥 按先易后难尧
先共性再个性的工作原则逐一梳
理解决袁设置停车位缓解车辆乱停
放现象袁 所有商家一律入室经营袁
探索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和投放时
间遥 四是制度措施要到位遥 集中力
量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袁每天安排文
明劝导员上街轮值袁 做好巡查登
记袁每周区域负责人要到所负责的
商铺中进行宣传遥 五是常态监督要
到位遥 要常抓不懈袁建立及时反馈
机制袁发现问题要立行立改袁推动
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推动从严治党
促进教育开展
本报讯 渊记者林梅英 通讯
员刘建光 徐景年冤7 月 30 日袁市
委第三巡察组召开巡察市教育局党
组工作动员会袁 要求该局党组主要
领导要以上率下袁管好班子尧带好队
伍袁自觉接受监督检查袁推动市教育
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遥
市委常委尧组织部长尧市委党校
渊廉江行政学校冤校长李留霖袁以及
市纪委相关人员袁 市教育系统相关
领导职工约 200 人参加动员会遥
动员会上袁李留霖要求袁市教育
局党组班子和全体干部职工要深刻
领会巡察工作的重大意义袁 支持市
委巡察组工作袁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
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的
检验和促进袁 把接受巡察作为一次
党性锤炼和思想洗礼的过程遥 市教
育局党组书记尧 局长叶春汇报相关
工作情况袁 并表示坚决拥护市委的
决定袁 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巡察工作
部署袁认真负责袁实事求是袁自觉主
动接受巡察监督曰积极配合袁热情服
务袁统筹兼顾袁全力推动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遥
市委第三巡察组组长陈俊通报
了巡察任务尧工作安排和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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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籍艺人欢聚家乡倾情献歌

坚决遏制土地
违规现象发生
本报讯 渊记者谢添俊冤7 月 26
日袁我市召开 2019 年卫片执法专项
行动暨自然资源耕地保护督察工作
推进会遥 副市长林家春袁各镇街尧自
然资源所尧 农林场相关领导参加会
议遥 会议要求各责任单位加快推进
全市 2019 年卫片执法查处整改工
作袁确保通过省自然资源厅验收遥
林家春指出袁2018 年度我市违
法用地 1195 宗袁面积 1583.4 亩遥 今
年我市卫片执法形势严峻袁各级尧各
部门要迅速行动袁 坚决遏制土地违
规现象发生袁 扎实做好迎接省的备
检工作遥 要查漏补缺尧抓住重点尧明
确内容袁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完成遥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林良忠通报
全市 2019 年卫片执法专项行动暨
自然资源耕地保护督察工作情况遥

石岭退役军人
共同庆“八一”

明星大合唱叶我和我的祖国曳
本报讯渊记者李文静 肖挺冤7
月 26 日晚袁野聚乡贤 兴家乡冶演
唱会在樱花公园隆重举办遥 我市乡
贤代表吕良伟携手贺敬轩尧 大哲尧
钟明秋等超强明星阵容袁与家乡人
民齐聚在一起袁在音乐里寻找家乡
的情怀袁通过音乐袁唤起对家乡的
情感共鸣袁奏响了乡贤反哺桑梓的
进行曲遥
湛江市文联党组书记尧主席林
育春袁我市市委常委尧组织部长李
留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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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
常委尧人武部长张正和袁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钟承光袁副市长尧市公

安局局长林小斌袁市政协副主席廖
忠武等领导出席观看晚会遥
当晚袁 万人场馆里巨星云集尧
星光闪耀袁一曲曲动人的歌曲唱响
橙乡大地遥 廉江籍著名影视明星吕
良伟登台倾情献唱袁将他经典作品
电视剧叶上海滩曳的同名主题曲送
给家乡父老遥 野浪奔袁浪流袁万里滔
滔江水永不休噎噎冶 澎湃的歌词尧
熟悉的旋律尧嘹亮的歌声袁唤起观
众的怀旧记忆袁现场掌声一浪接一
浪遥 吕良伟说袁廉江是他的家乡袁他
的父亲曾嘱咐他要多回廉江看看袁
不要忘记他的根在廉江遥 这份浓浓
的家乡情令他怀念袁明年一定再回

廉江办一场更大型的活动袁让更多
家乡的兄弟姐妹能进场观看遥 同
时袁他感谢我市市委市政府给予他
平台与机会袁让他能回家乡贡献力
量遥 吕良伟的弟弟吕良国也深情演
唱了 叶大地恩情曳尧叶月半小夜曲曳尧
叶鸽子情缘曳等粤语金曲遥
廉江籍音乐制作人林华勇旗
下的艺人贺敬轩尧大哲袁热情演唱
了 叶闯码头曳叶让全世界知道我爱
你曳等耳熟能详的原创歌曲遥 还有
廉江籍歌手钟明秋演唱的 叶念亲
恩曳叶祝福曳叶一路上有你曳 等歌曲袁
用最真挚的歌声诠释对野爱冶和野感
恩冶的理解袁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

肖挺 摄

之情遥 歌手丁一演唱的叶万爱千恩曳
叶一壶老酒曳袁唱出千万孝顺儿女的
心声遥 晚会最后在群星演唱叶相亲
相爱一家人曳中温馨落幕遥
野聚乡贤 兴家乡冶演唱会是
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袁廉
江市杏福嘉元月饼协办袁3V 广告
公司承办遥
本次演唱会是叶聚乡贤 兴家
乡曳栏目的其中一项活动袁以举办
群星演唱会为契机袁联合家乡众多
乡贤力量袁倾情回馈家乡袁旨在促
进城市民众交流袁展示廉江本土企
业品牌袁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袁
助力廉江实现乡村振兴遥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 通讯员
何国炎冤8 月 31 日袁 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2 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袁
石岭镇召开座谈会袁 干部群众与退
役军人欢聚一堂袁共同庆祝野八一冶
建军节遥 石岭镇领导向全镇各条战
线辛勤劳动尧默默奉献的复员尧退伍
军人和现役官兵及家属致以诚挚的
节日慰问和良好的祝愿遥
近年来袁 石岭镇广大现退役军
人尧军烈属在投资创业尧富农增收尧
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各项社会事业发
展中袁贡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袁
做出了较大的成绩袁 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遥座谈会上袁退役军人们纷
纷表示袁 将会一如既往地积极投入
到新时代改革和发展中去袁 发扬革
命传统袁争取更大光荣袁继续保持人
民军队光荣传统袁 始终保持蓬勃朝
气袁昂扬锐气袁浩然正气袁扎扎实实
做好本职工作袁 为石岭镇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做出自己应有贡献遥

市 领 导 接 访 化 解 信 访 积 案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冤7 月 29
日袁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黄生带
领市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到石岭镇
接访群众袁研讨化解信访积案解决
方案袁为群众排忧解难遥
信访人蓬山村委村民反映袁他

们不同意华润丰城水泥项目征地袁
认为项目开发会给村民带来饮水
问题以及房屋问题曰 合江村委反
映袁石塘路水泥厂未能按照约定安
排好该村村民的工作尧生活尧福利
待遇等问题曰石郊村委反映了被他

人打伤要求抓获嫌疑人赔偿医药
费的问题曰以及大岭村村民反映的
生猪养殖场违规饲养生猪尧乱排放
污水的问题遥 黄生一一作了解答袁
对于能解决的问题当场给出答复遥
对于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袁在了解

情况后袁有关部门将进行电话沟通
协商袁与大家研讨交流袁最终解决
好问题遥
黄生要求袁要深入推进领导干
部包案处理信访积案袁全力维护社
会大局平稳遥

近二十年遗留问题获破解
本报讯渊记者林梅英 通讯员
龙志超冤野随着光明北路最后一户
拆迁房屋倒下袁 从此光明北路通
了遥 冶城北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海从
容地说遥 近日袁光明北路拆迁通车袁
破解历史遗留顽固问题袁使光明北
路能够将狮岭东路和罗州大道贯
通起来袁使廉江城北重要交通动脉
更加畅通袁 解决民生一线痛点问
题袁提升城市品位格局遥
光明北路长约 2 公里袁自 1997
年开始建设至今已有二十多年袁由
于拆迁工作涉及方面多袁牵头单位

地名命名公告
根据叶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曳和有关文件规定袁廉
江市凤凰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位于
廉江市北部湾大道北侧尧 廉林路东侧 渊CN03-08-01B冤地块的筹建项目命名为野廉江碧桂园君悦华庭冶遥
特此公告遥
廉江市民政局
2019 年 7 月 29 日

遗失声明
廉江市良垌镇丰背村白坭村民小组遗失中国人民
银 行廉 江 市支 行核 发 的 叶 开 户 许 可 证 曳袁 核 准 号 院
J5912001298601 袁 账号院80020000007837689 袁 现声明作
废遥

遗失声明
廉江市长山镇瑞坡村委会荔枝颈村 119 号林国区
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7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变更的问题袁错综复杂袁造成该路
段一直未能贯通遥 光明北路全路段
拆迁牵涉 20 多户遥 经过前期的努
力袁牵涉的拆迁户逐渐得以同意拆
迁袁 但留下大量历史遗留问题袁情
况复杂且影响较大遥 为解决这一问
题成立的街道工作组成员几经调
整袁仍未能野破局冶遥
2018 年被定为城北街道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攻坚年后袁去年初城
北街道办重新成立了专门工作小
组袁明确从三方面着力推进光明北
路建设拆迁工作遥 一是强化基层党

建引领袁综合解决塘山村历史遗留
问题遥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袁在市挂
点领导和市有关职能部门大力支
持下袁理清了塘山村征地留用地划
拨等问题遥 二是强化干部责任担
当袁配强项目工作组遥 充分发挥工
作组协调作用袁通过做拆迁户思想
工作袁积极沟通市职能部门和塘山
村等多方袁 依法依规开展拆迁工
作遥 三是依法依规解决拆迁户实际
问题遥 针对拆迁安置问题袁街道主
要领导冲在一线袁 主动协调市国
土尧住建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袁顺利

解决拆迁安置地尧安置地野三通冶和
手续办理等问题袁很好地解决拆迁
户的后顾之忧遥
光明北路拆迁通车后袁周围群
众拍手叫好袁纷纷表示袁最后一户
拆迁完成袁 为塘山村建设开通道
路袁 解决出行难问题袁 方便周边 1
万多居民出行遥
解决光明北路拆迁通车问题袁
充分体现城北街道党工委抓城市
基层党建袁 强化党员干部责任担
当袁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遥

1尧揖建议铱樱花公园内巡逻工作
人员降低巡逻车速
莫女士反映樱花公园每天 18:
00-20:00 均有工作人员开车巡逻袁
期间车速过快袁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遥 现其希望相关部门督促该园内
巡逻工作人员降低巡逻车速遥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回
复院市民建议收悉遥 我局已通知樱花
公园巡逻工作人员降低巡逻车速袁
不对市民游玩造成影响遥
2尧揖咨询铱廉江市九洲江附近区
域未来规划如何
邹先生很关心廉江经济社会发
展袁想了解咨询一下袁廉江市九洲江
附近区域未来规划是如何的袁 打造
更好的九洲江蓝图袁 让周边群众受
益袁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尧获得感袁从
而促进廉江市整体发展遥 希望能早
日收到答复遥
市自然资源局回复院 我市依法
公开各项政府信息袁 对于市民提出
的规划建设信息公开有关内容袁可
以在廉江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所需
资料了解城镇总体规划袁 感谢市民
对工作的支持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