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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
本报讯 渊记者林梅英冤8 月 30
日上午袁 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
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袁
分析当前生猪生产形势袁 总结交流
经验做法袁强化政策措施落实袁全面
部署促进生猪生产尧 确保猪肉市场
有效供应工作遥 我市组织相关部门
在廉江分会场收看收听会议实况遥
会议指出袁 各地要严格按照省
负总责和 野菜篮子冶 市长负责制要
求袁 坚决完成生猪稳产保供目标任
务遥 要从财政金融用地等方面加大
对养殖政策支持力度袁 有效调动养
殖积极性遥 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养
殖尧流通尧防疫体系袁积极发展生猪
标准化规模化养殖袁 支持绿色养殖
发展袁着力转变传统生猪调运方式袁
加强基层防疫队伍建设袁 全方位提
升疫病防控能力遥
会议强调袁 要千方百计保障猪
肉市场供应袁强化市场监测预警袁严
厉打击囤积居奇和串通涨价等行
为袁积极发展禽肉等替代品生产袁加
大冻猪肉储备规模遥 要不折不扣地
落实好非洲猪瘟防控措施袁 严格执
行疫情报告制度袁 依法严惩贩运屠
宰病死猪等违法违规行为袁 强化疫
情防控重要关口尧重点环节监管遥

深入推进安全
生产综合治理
本报讯渊记者徐广珍冤9 月 3 日
下午袁 广东省召开全省市场监管领
域野防风险尧保安全尧迎大庆冶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遥 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
势袁 对全省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再
动员尧再部署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
事故发生遥 我市在廉江分会场组织
收听收看会议实况遥
会议指出袁今年以来袁全省上下
全面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袁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综合治理袁 防风
险尧除隐患尧遏事故袁有效防范较大
社会影响事故尧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
故袁取得了扎实成效遥 然而袁当前安
全生产仍存在不少短板袁 面临不少
挑战遥
会议要求袁各地尧各部门要以最
高站位尧最佳状态迎接这次大考袁把
防风险尧保安全尧迎大庆作为当前压
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和重大政治任务
来抓袁深入分析当前本地尧本系统尧
本部门存在的重大安全风险点和突
出的薄弱环节袁做到周密部署尧立查
立改袁坚决守住安全底线遥
迎大庆尧 保安全是摆在当前的
一份考卷袁一定要以最大担当尧最优
作风交好答卷遥 省安委会提出袁各
地尧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尧责任落
实尧执法监管尧应急值守袁做到守土
有责尧守土负责尧守土尽责袁以实际
行动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遥

服务市委中心工作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林海武庞晓冬带队检查指导开学工作

全力推进教育事业上新台阶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冤9 月 2
日袁开学第一天袁市委书记林海武尧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庞晓冬带队深入
我市部分中小学校调研指导秋季
开学工作遥 要求始终以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为目标袁全力以赴抓教学质
量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袁落实学校
安全管理工作袁在新学期里再创新
业绩尧再上新台阶遥
市委常委木声隆袁 市委常委尧

市委办主任黄生袁副市长尧市公安
局局长林小斌袁 副市长林家春尧江
维峰袁以及市教育局尧发改局尧财政
局尧住建局尧自然资源局等有关部
门主要领导陪同调研遥
林海武尧庞晓冬一行先是来到
市实验学校袁 走进教室观摩教学袁
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师生返校
到岗尧开学安排尧初中部征地工作
等情况遥 看到教师讲课有激情袁学

生有朝气袁 课堂互动氛围浓厚袁林
海武表示欣慰和赞赏袁希望市实验
学校在新学期里重新再出发袁推动
学校稳步发展袁创造新成绩袁铸就
新辉煌遥 林海武强调袁一是教学质
量要稳固提升袁始终把教学质量放
在第一位袁 做大做强中间分数层袁
增加考上 985尧211 名校学生人数袁
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要两手抓袁为
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遥 二是学校

初中部建设用地要在 10 月 1 号前
完成全部征地工作袁各部门加强对
接袁按时间节点推进各项工作袁增
强紧迫感尧危机感尧责任感袁确保项
目在 12 月底前动工建设遥 三是新
校区规划要尽快落地袁提早谋划袁
为学校日后留足发展空间袁 以优
质教育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遥 四是新校区建设要又快又
好袁 要建设教学设施齐全的综合
性学校袁全校师生统一思想认识袁
成绩要一年比一年好袁 齐心协力
办一流名校遥
随后袁林海武尧庞晓冬一行
来到市第二十一小学袁察看了该校
的校园环境袁详细询问了学校招生
情况尧教师队伍结构和开学各项工
作及后勤保障落实情况遥 要求有
关部门积极促进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袁帮助学校改善办学条件袁为学
生创造平安和谐的学习成长环境遥
最后还到市第一中学召开秋季开
学工作座谈会袁与城区各公办中小
学尧幼儿园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袁
听取我市 2019 年秋季开学工作情
况汇报袁重点明确本学年的工作重
心袁梳理新学年的教学思路遥
林海武在会上指出袁我市公办
学校渊幼儿园冤846 所袁全市各级各
类学校在校学生 29.5 万人袁扎实做
好开学工作袁对推动教育教学管理
有序开展有着重要作用遥 他要求袁
一要全力以赴抓教学质量遥 校长要

新 办 学 校 举 行 开 学 典 礼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冤万众期
待的市二十小在 9 月 2 日早上举
行落成暨开学典礼遥市政协主席吴
永光袁市委常委尧常务副市长黎亦
鸿袁市委常委尧市政府党组成员木
声隆袁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尧局长叶
春等领导和该校师生参加典礼遥
吴永光宣布市第二十小学开
学遥黎亦鸿为开学典礼致辞袁他说袁
一直以来袁市委尧市政府都坚持科

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袁带领广大
干部群众凝心聚力袁推进教育现代
化遥 市二十小作为一所全新的学
校袁今天正式开学袁这是市委市政
府送给同学们尧老师们尧家长们最
好的开学礼物遥 他希望袁市二十小
的教师们与时俱进袁在教学上要精
益求精袁 在学风上要臻于至善袁在
发展上要携手共进曰 切实肩负起
野传道尧授业尧解惑冶的社会职责袁做

到有理想信念尧有道德情操尧有扎
实学识尧有仁爱之心袁努力提高教
书育人水平袁把学生教育好尧培养
好袁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家长的期
望遥 叶春希望市二十小全体老师大
胆创新袁秉持德高为师尧身正为范
的理念袁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袁
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袁争创一流的
业绩遥 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袁
刻苦学习尧健康成长袁早日成为担

达车站主动接受安检遥
所谓野二次安检冶是指旅客在
持票证进入火车站候车室前袁包括
人员尧行李等需要先经过一次常规
检查遥 进入候车区域后袁安检人员
还将再进行一次全面的安检袁严防
野危险品冶被带上火车遥
据悉袁匕首尧弹簧刀尧自锁刀等

管制刀具袁以及可能危及旅客人身
安全的菜刀尧屠宰刀尧斧子尧水果
刀尧尖锐剪刀尧铁锤等利器尧钝器袁
射钉枪尧防卫器尧弓尧弩等管制器
具曰鞭炮尧烟花尧汽油尧酒精尧信号弹
等易燃易爆物品曰 宠物活禽小动
物尧榴莲等有异味的物品等都属于
禁止携带的物品遥 白酒尧香烟尧指甲

在市第一中学召开秋季开学
工作座谈会 李文静 摄

加 强“ 两 中 心
一 平 台 ”建 设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人遥
市二十小校长李廷春表示将
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 野高素养尧有
特色冶为办学目标袁努力将学校打
造成教育现代化的示范学校遥
据了解袁市二十小是我市一所
高规划尧高起点尧高标准投资建设
的崭新学校袁自 2018 年 12 月 8 日
动工至落成开学袁不足 9 个月的时
间袁创造了新的廉江速度遥

进 京 列 车 实 行 二 次 安 检
本报讯渊记者林梅英 通讯员
龙海光冤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袁为
做好国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袁 从 9
月 15 日起至 10 月 2 日袁廉江火车
站将对进京列车 K158 次实行二
次安检遥因野二次安检冶排队时间相
对较长袁 建议期间乘坐进京列车
K158 次的旅客合理安排行程袁到

带头上课袁善于管理袁敢于动真格袁
带动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袁提高学生
考试及格率曰 二要全员有责保安
全遥 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巡查和抽
检袁老师要关心爱护学生袁确保学
校内及周边环境治安安全尧食品卫
生安全尧学生人身安全曰三要全力
统筹促提升遥 加倍重视对农村学校
和薄弱学校的投入袁 通过城乡统
筹尧垦地统筹尧规划统筹袁整合教育
资源袁进一步完善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袁 抓紧在城区合理规划新建学
校袁满足入学需求曰四要全面关怀
抓落实遥 在学习上多提供教师进修
培训机会袁在生活上多关心教师身
体健康袁人文关怀到位袁全社会形
成尊师重教的氛围袁共同推动我市
教育事业发展遥
庞晓冬主持座谈会遥 他强调要
理清思路抓教学袁 扎实工作强担
当袁改革创新抓队伍袁充分调动广
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袁 要立德树
人袁用脑教学尧用情教学尧用心教
学袁始终不忘初心袁砥砺前行袁把廉
江教育这面旗帜举得更高袁把廉江
教育这个品牌打造得更亮袁以优异
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遥
木声隆等与会领导进行了座
谈发言遥

油尧去光剂尧染发剂尧安全火柴尧打
火机以及冷烫精尧摩丝尧发胶尧杀虫
剂尧空气清新剂等物品限制携带数
量遥 如指甲油尧去光剂尧染发剂不得
超过 20 毫升袁冷烫精尧摩丝尧发胶尧
杀虫剂等自喷压力容器不得超过
120 毫升袁安全火柴 2 小盒袁普通
打火机 2 个遥

本报讯渊记者温鹏冤9 月 2 日上
午袁 市委宣传部召开宣传系统工作
会议袁要求加强野两中心一平台冶工
作建设遥
市委常委尧 宣传部长关维荣出
席会议并作工作部署袁 市委宣传系
统各单位班子成员及市委宣传部全
体干部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关维荣强调做好野两中心
一平台冶工作建设袁即县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尧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以及野学习强国冶平台学习工作遥 要
求有关单位抓紧做好县级融媒体中
心野三定冶方案的报送工作袁并及时
提交市委常委会议研究曰 把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作为当前我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重要
内容抓好落实袁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一份厚礼曰在野学习强
国冶方面袁各单位要将情况及时向市
委宣传部通报袁 并积极发动党外人
士注册加入野学习强国冶平台学习遥
会上还学习了 叶中国共产党宣
传工作条例曳袁市委宣传系统各单位
负责人汇报了有关工作遥

广东省实施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曳办法渊节选冤
第六条 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袁共同做好献血的有关工作遥
文化尧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应当根据献血工作需要袁做好相关宣传工作遥
财政部门应当落实本地区实行无偿献血制度所需必要的经费遥
教育部门应当将献血法律尧法规及血液生理知识的宣传纳入高等院校尧中小学教育内容袁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无偿献血知识教育袁动员
健康适龄的在校学生参加无偿献血遥
规划部门应当将无偿献血站渊点冤建设纳入城乡规划袁按照方便无偿献血者的原则袁在卫生计生主管部门提出献血站渊点冤设置意见的基础
上袁综合交通尧人流量等因素袁规划献血站渊点冤遥
公安尧城管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袁根据卫生计生主管部门的需求确定流动献血车停靠点遥
新闻媒体应当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献血的社会公益性宣传遥
鼓励各级工会尧共青团等组织积极参与尧推动献血工作遥

廉江市采血站地址院廉江市南街 169 号旧法院渊即市司法局斜对面冤
联系电话院6629661渊献血办冤 6625538渊采血站冤
上班时间院站内院上午 8院00-11院30 下午 14院30-17院30
廉苑公园献血点院逢周二尧四下午 15院00-21院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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