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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区召开
创文联席会议
本报讯渊通讯员张思燕冤7 月 26
日下午袁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黄生
召集罗州街道建设社区包联包创责
任单位召开创文工作联席会议袁认
真研究当前创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和难点袁 要求切实担起创文工作使
命袁以问题为导向袁列出任务清单袁
逐一补齐短板袁抓好创文攻坚工作遥
12 个辖区包联包创单位负责人等
相关人员参加会议遥
会议介绍说明各包联包创责任
单位的责任街区袁 各单位就目前社
区创文遇到问题进行了研讨袁 并提
出了具体意见建议遥 会议详细分析
了当前我市创文形势和存在问题袁
深入浅出讲解了全国文明城市实地
检查尧 上报资料和入户调查的测评
要求遥 为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袁形成
创文强大合力袁 黄生要求明确责任
到人尧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袁不折不扣
地响应创文办要求遥 营造浓厚的创
文氛围袁 群策群力共同把创文工作
做好遥

市领导到社区
开展慰问活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陈影霞冤8 月 1
日袁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长关维荣率领
罗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尧 街道办主
任彭新康等到新东社区走访慰问退
伍老军人遥
关维荣一行深入新东社区袁首
先来到复员军人马叔家袁 仔细询问
他的身体状况尧家庭生活情况遥 得知
马叔最近身体欠佳袁血压偏高后袁关
维荣嘱咐其亲属要注意他的身体变
化袁多和他谈心袁适时帮他进行肌体
按摩遥 接着关维荣代表党和政府送
上节日的祝福和慰问品尧慰问金遥
随后袁 大家来到复员军人潘叔
家袁发现他屋内光线昏暗袁经交谈知
道是因为线路故障无法通电后袁关
维荣立即交代新东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宏艺一定要跟踪解决潘叔家的通
电问题袁 并安排社区干部多到他家
看看袁搞搞卫生袁帮下家务袁尽力为
潘叔提供较好的居住环境遥

市领导慰问
驻廉部队官兵
本报讯渊记者肖挺冤7 月 31 日袁
我市组织野八一冶拥军慰问团袁先后
到 武 警 中 队 尧 驻 廉 92980 部 队 尧
92146 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袁向
部队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遥
副市长崔军在座谈会上袁 通报
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袁 对部队
支持我市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遥 希望军地双方同心协力袁共
同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遥
崔军表示袁市委尧市政府将继续广泛
开展拥军活动袁 帮助驻地部队官兵
解决实际困难袁不断增进鱼水情谊遥
部队官兵对我市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袁 对我市
大力支持部队建设表示感谢袁 表示
要继续履行好使命袁 继续做好拥政
爱民尧军地共建的工作袁为廉江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遥
当天袁拥军慰问团一行袁还慰问
了我市退役军人梁顶务尧李国雄袁向
他们致以节日的亲切问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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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古装粤剧《罗门忠烈传》开班排演
本报讯渊记者谢添俊冤近日袁我
市大型古装粤剧叶罗门忠烈传曳开班
排演遥这是继大型古装粤剧叶户部黎
公曳取得成功后袁我市集精英力量打
造的又一力作遥
粤剧叶罗门忠烈传曳讲述的是宋
朝末年的故事遥当时袁我国北方受蒙

古威胁袁朝廷势弱袁南方交趾国渊今
越南冤海寇作乱袁侵扰南海商路渊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冤袁欲称霸南海遥 广
州路总管罗郭佐目睹交趾国海寇残
害我国沿海百姓恶行袁 在八十岁时
毅然请命挂帅袁 与四名子孙召集八
万兵马出征荡寇遥 后来奸臣太尉周

仁义通敌袁杀害其子袁并引交趾兵包
围罗郭佐大营遥罗郭佐率众力战袁杀
死交趾王与周仁义袁 而罗氏祖孙五
人先后为国捐躯遥 为表彰罗郭佐的
丰功伟绩袁朝廷追封其为罗侯王遥
本出戏剧由廉江市剑清粤剧团
排演袁 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和广州

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结对帮扶共同
打造遥 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
院长尧 国家一级编剧梁郁南亲自编
剧尧导演遥参加开班排演仪式的市委
常委尧宣传部长关维荣寄望叶罗门忠
烈传曳能超越叶户部黎公曳袁希望排演
团队能够打造一流精品遥 2016 年粤

我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提升服务效能

只进一扇门
本报讯 渊记者李廷赋 通讯员
林河忠冤让群众前来办事野只进一扇
门袁最多跑一次冶遥 我市行政服务中
心多举措强化服务袁出现可喜现象遥
最近袁 该中心办事的软硬环境都得
到完善袁服务工作优化升级遥 办事大
厅已经进驻 17 个单位袁 开设 32 个
窗口袁 日均业务受理量增加到 600
件袁按期办结率达到 100豫遥
该中心紧紧围绕野只进一扇门袁
最多跑一次冶的目标袁致力打造最优
营商环境和最佳便民服务品牌袁加
强服务平台建设袁创新服务方式遥 具
体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突破遥
优化办事环境袁 增加便民服务
设施遥 办事大厅大方简洁袁重新调整
窗口布局袁 将业务量多的窗口放置
办事大厅首要位置遥 不久前袁大厅增
设了市自然资源局的不动产业务袁
农业农村局部分行政许可事项也进
驻新大厅曰 志愿者服务岗移至大厅
门口袁群众由志愿者指引办证曰增设
自动叫号机设备袁 进一步优化政务
服务环境遥 服务展示台印制各职能
部门窗口的办事指南袁 与政务服务
网办事指南保持一致袁 保证了政务
公开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袁 为群
众办理业务提供了更多便利遥
提升服务效能袁 进一步实现简
政放权遥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窗
口野就业创业证核发冶事项于 2018
年 9 月进驻实体办证大厅袁 并将刻

最多跑一次

办事大厅高效工作 黄锵宇 摄
印 野窗口业务专用章冶 放至办证窗
口袁实现将审批权限下放曰10 月袁市
交通运输局的窗口业务全部进驻中
心大厅曰11 月袁 刻章公司的刻制印
章业务也进驻实体大厅袁 方便群众
申办营业执照同时办理刻章业务遥
现在每个工作日都有数百人来
办事袁 工作人员热情严谨尧 勤奋工

作遥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袁只要办证人
的资料齐全尧 填写符合要求就能办
到证遥 若对资料填写不规范袁按照工
作人员提供的样本填写也行遥 记者
在办事最忙的时候来到大厅袁 发现
进出人流多袁 但在大厅等候的人并
不多遥 原来大厅办事效率高了袁群众
办完事就回去袁就不必在大厅等候遥

野提交申报材料只进一扇门袁无
需在多个部门来回跑袁 现在办事方
便多了遥 冶一名群众拿到新办的房产
证袁高兴地说遥 记者遇到一位朋友袁
他来帮邻居办理房产过户遥 原来它
与邻居共用房产证袁 现在邻居要过
户袁他来做个证明遥 他说袁现在办事
真的方便袁来一次就行遥

天然绿色辣木冰翅月饼在真奇达食品厂问世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 郭龙碧
通讯员毛雷冤 在今年中秋即将到来
之时袁 有一种新奇的月饼要要
要纯天
然绿色辣木冰翅月饼在安铺镇真奇
达食品厂问世袁据说袁这还是湛江地
区首创袁 更让人佩服的是创造这一
奇迹的人一位年近七旬的退伍军
人遥
近日袁 记者一行到该厂一探索
究竟遥这位退伍军人名叫麦康庆袁上
世纪 70 年代袁 他在东海舰队当兵袁
1977 年袁 他带着荣誉回到了家乡袁
成为港头小学一名教师遥 上世纪八
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神州大
地袁麦康庆毅然辞掉教师工作袁与自
己的 4 位兄弟一起携手创办食品
厂袁五兄弟分工合作袁传承安铺美食
生产工艺的精粹袁生产糖果尧年糕尧
月饼等产品袁生意红红火火袁不久他
家的企业就成为当时安铺镇乃至廉
江地区一家响当当的私营企业遥 随
着市场不断开拓袁 麦康庆几兄弟决
定分散扩大经营袁并各自成立公司遥
麦康庆将自己的公司定名为真奇
达遥 在各类美食遍布的安铺镇袁野真

奇达月饼冶系列尧野真奇达年糕冶系列
已是口口传颂袁当地人说袁吃了野真
奇达冶系列月饼袁就感觉到了浓浓的
野地方味冶袁每到了中秋和年关岁末袁
真奇达食品厂生产的系列月饼和年
糕就成为外地安铺人内心涌起的
野乡愁冶遥
麦康庆现在虽已年近 70 旬袁但
勤于开拓创新的他并满足已有的成
绩袁仍以军人不服输的忍劲袁进行产
品创新遥 过去袁每隔几年袁他就会推
出一个新产品遥去年袁他充分利用本
地资源发明生产了红橙年糕袁 向国
家专利局申请专利袁 已获受理遥 今
年袁 他推出更加健康的新产品要要
要
纯天然绿色辣木冰翅月饼遥 目前袁该
厂已推出了辣木冰翅月饼尧 酥皮皇
月饼等 8 大系列月饼袁 满足各类消
费者的需要遥
记者从百度上了解到袁 辣木是
世界上最有营养的树袁它包含约 20
种氨基酸袁46 种抗氧化剂遥 辣木有
野奇迹树冶尧野母亲最好的朋友冶和野医
药百宝箱冶之称遥在非洲被称为穷人
的牛奶;在印度袁是人们长寿的食材

品尝月饼 揭英隆 摄
药材袁辣木树浑身都是宝袁已经有上
千年的食用历史袁 是人类较古老的
药食兼用的树种之一袁 现国内各大
城市尧 超市均有辣木制造的食品销
售遥麦康庆介绍说袁现代人越来越追
求保健养生袁 特别是节假日食品更
是追求精益求精袁 所以该厂就适时

推出绿色食品要要
要辣木冰翅月饼袁
纯天然绿色尧不含蔗糖尧不含盐袁更
保留了辣木原有成份袁 适合广大市
民食用袁 更适合不适宜吃糖人群食
用遥
记者在真奇达食品厂看到袁辣
木冰翅月饼袁纯天然绿色袁好像翡翠

剧叶户部黎公曳走进北京袁获得省级
国家级多项大奖袁 丰富廉江文化艺
术内容袁 今日推出业界新杰作袁在
叶户部黎公曳的基础上打造一流的精
品遥 本次剧组还是由廉江市剑清粤
剧团成员排演袁梁郁南导演指导袁致
力打造业界一流团队遥

良垌干部防风
路上先救人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 通讯员
林椿淞冤8 月 1 日傍晚袁一个光头黑
衣男子背着另一个男子冒雨在公路
上奔跑的视频在朋友圈热传遥原来袁
这是良垌镇干部黄汉达尧 李德武在
下乡巡查防风工作时袁 及时破窗抢
救遭遇车祸伤员的一小段视频遥
当时袁 今年第 7 号台风正面袭
击湛江袁 良垌镇综合执法队队长黄
汉达和镇综治办主任李德武两人负
责巡查公路交通情况遥傍晚 7 点多袁
正当他俩巡查到 207 国道新华片禾
仓路口时袁 在风雨中发现有两辆小
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袁 其中一辆丰田
牌小车翻落在公路边的农田上遥 他
俩在确认其中一辆车上人员无重大
伤亡后袁 就去查看翻落在农田上的
小车袁发动机还没有熄火袁但车门变
形严重袁司机受伤较重被困袁动弹不
得袁另一乘客伤势较轻遥于是黄汉达
就破窗救人袁李德武一边报警袁一边
叫旁边的群众拨打 120遥 为防止发
生第二次事故袁破窗后袁黄汉达首先
将小车熄火袁 爬进车内将受伤司机
救出袁 然后背起受伤司机到不远处
的房屋里避雨袁进行必要伤口处理袁
并等待医护人员的到来遥
后来经医护人员抢救袁 受伤司
机无生命危险遥 路过的群众录下救
人过程袁并在微信朋友圈纷纷点赞遥

1尧揖举报铱廉江市御景城旁边杨
国福麻辣烫存在食品卫生问题
谢女士反映袁其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在御景城旁边杨国福麻辣烫
消费了 51 元袁 发现食品内有根头
发遥 他随即向商家反映袁但商家态度
恶劣遥 谢女士希望把食品卫生搞好袁
对其道歉并全额退款遥
廉江市市场监管局回复院 经调
解处理袁 廉江市杨国福麻辣汤已向
消费者作出道歉并退款遥
2尧揖投诉铱关于已经租用的新民
镇金鱼塘村的走背岭被三星电器厂
使用的问题
廖先生于 2003 年租用新民镇
丹竹塘村委会金鱼塘村的走背岭袁
租期为 30 年袁每年为 2000 元袁持有
相关合同遥 后期被三星电器厂无故
强占使用袁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跟进遥
新民镇回复院根据叶广东省信访
条例曳第三十条第一款院公民尧法人
以及其他组织之间的民事纠纷和国
家机关参与民事活动引起的民事纠
纷袁当事人协商不成的袁依照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曳 的规定向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袁 市民可通过法定途径处理
问题遥

招 租 公 告

廉江河一体化应急污水处理设施简介

根据叶廉江市市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用房屋土地

2018 年以来袁 我市针对廉江河城
区段入河排污口存在的问题袁为确保排
里断面水质短期内实现好转袁规划安装
16 套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袁 主要治理

于传统沉淀池遥 项目分二期实施袁第一

处置意见的通知曳(廉府办 揖2018铱240 号)尧叶廉江市市直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出租办公用房和临街铺面管理及处
置实施细则的通知曳(廉府办揖2018铱240 号)要求袁经研究

期总规划为 7640m3/d袁 总投资约 2600
万元袁 已于 2018 年底前全部安装投入
使用遥 第二期为 5000m3/d袁总投资 985

渊GB18918-2002冤一级 A 标准遥 廉江河
一体化应急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安 装投
入使用后袁城区段生活污水新增处理能
力最高可达 1.5 万吨/日袁 有效减轻生

决定袁廉江市营仔镇圩仔小学闲置房屋和闲置土地进行
对外公开招租袁 有意者请于 2019 年 8 月 7 日至 15 日

工艺采用A2O+MBR 组合工艺袁 在传
统厌氧尧缺氧尧好氧技术基础上再增加

万元袁于 2019 年6 月 25 日调试完成具
备运营条件袁目前出水稳定达标袁达到

活污水对廉江河的污染袁为九洲江排里
断面实现稳定达标提供坚实的保障遥

(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正常上班时间到廉江市营仔镇
圩仔小学办公室索取具体招租办法和报名袁逾期报名不
予受理遥
特此公告遥

MBR 膜高效分离作用袁 分离效果远好

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 准曳

单位地址院廉江市营仔镇圩仔小学
联系人院林主任尧温主任
联系电话院13531115908尧15913580002
廉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标语口号

依法打击高利放贷尧恶意讨债尧巧取豪
夺经济利益的黑恶势力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