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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行政服务中心野12345冶受好评

一条热线提升群众幸福感
本报讯渊记者李廷赋 通讯员
林河忠冤12345袁有事找政府遥 市行
政服务中心代表政府受理这个热
线电话袁整合资源解决诸多疑难问
题袁回复率高尧群众满意度高遥 2019
年以来袁12345 热线共受理群众来
电 7858 宗袁 转派给市相关职能部
门处理 5572 宗 袁 直接 回复 2286
宗袁已办结 7858 宗袁回复率 100%袁
办结率 100%袁满意率高达 94.92%遥
廉江野12345冶热线主要为市民
提供咨询尧投诉尧举报服务袁梳理尧
解决市民最关心的问题遥 群众拨打
热线电话袁提出问题袁就有行政服
务中心热线员记录尧转派袁代表政
府跟进尧督促相关部门做好服务工
作遥 并且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尧优化
流程尧调节进度袁确保工作得到更
加全面尧质量更高的落实遥 目前袁该
热线整合了全市行政职能部门 52
条咨询尧投诉尧求助尧举报电话袁实
现了一个号码接入袁 一号对外尧统
一接听尧按责转办尧限时办结尧统一
督办尧统一考核的工作机制遥 在受
理热线工作中袁各相关职能部门主
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袁要在规定的
时限内回复给市民遥
12345 热线曾接到一个信息院
在市工商银行大门口的马路上袁一

黄村社区整治
废品收购站
本报讯 渊通讯员吴平青 李云
仙冤8 月 23 日下午袁 罗州街道黄村
社区联合罗州街道安监办尧 廉城工
商所尧 城西派出所整治辖区内的废
品收购站遥
此次整治行动主要针对存在的
可燃尧易燃物品尧消防设施残缺损坏
等现象袁 对收购站负责人进行批评
教育袁对其收购站人员的身份尧营业
执照尧许可证尧消防设施等进行核实
和检查遥 并下达整改通知书袁限于 7
日内搬离全部堆积物和生活物品遥
下一步袁黄村社区将跟踪落实袁
确保消除辖区各类安全隐患遥 鉴于
废品收购点易反弹的特点袁 社区还
将落实长效监管机制袁 加大监督执
法力度袁切实巩固创文成果遥

消委会化纠纷
消费者表谢意
本报讯渊吴平清尧钟建泉冤8 月
27 日袁市消委会为罗先生成功调解
饲料质量纠纷案遥 8 月 29 日一早袁
罗先生送来写有野尽心尽责袁为民
解忧冶的锦旗袁表达谢意遥
7 月 1 日袁红湖农场 14 队罗先
生到市消委会袁反映其购买茂名一
家饲料厂的 100 包饲料质量有问
题袁 导致其鱼生病甚至部分死亡遥
市消委会派人前往罗先生的养殖
场取证袁证实纠纷源于饲料质量和
包装问题遥 分管消委会的领导林斌
派人前往该饲料公司核实情况袁同
时要求相关部门协助工作遥
在事实面前袁生产商和经销商
终于承认产品的缺陷袁 答应赔偿遥
并保证以后产品质量遥

个井盖破损袁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遥 热线员迅速反馈信息出去袁相
关部门立即派人到现场查看尧更换
井盖袁从派单到办结只用了半个多
小时遥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领
导说院路过这里的车辆多袁导致上
面水泥板被压碎袁钢筋外露遥 因为
马路中间确实存在安全隐患袁所以
我们马上处理袁还路于民遥 像这样
的事情每天都会碰到袁热线的服务
效率与质量得到群众的高度评价遥
市行政服务中心工作精益求
精袁尽量将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做细
做好遥 今年以来召开 3 次专题协调
会议袁优化热线处理工作遥 针对职
能部门事务繁忙的现实袁中心灵活
采取短信通知尧电话沟通尧微信工
作群等渠道派转袁 必要时督办催
办尧倒计时通知尧与诉求人沟通袁保
证高效办事遥 加强管理资源袁做好
日常与信访部门尧110 处警中心尧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协调合作袁建
立资源档案共享机制遥 在报纸尧电
台尧网络发布受理结果袁多形式优
化热线工单处理流程袁提高群众的
知晓度和各有关单位的重视程度遥
王女士说袁她曾通过野12345 热
线冶 询问房产证过户需要哪些手
续遥 不到 10 分钟袁就有来电告知她

央视摄制组
来我市拍摄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 郭龙碧冤
9 月 3 日袁中央电视台叶中国影像方
志窑廉江篇曳摄制组来到我市袁进行
为期半个月的纪录片录制工作袁主
要版块有地名记尧水利记尧保护记尧
非遗记尧美食记等袁制作完成后将在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遥
叶中国影像方志曳是中央电视台
推出的时长 40 分钟的专题片袁将通
过讲述生动传奇的廉江故事袁 打造
一张属于我市的野影像名片冶遥 在我
市摄制期间袁 摄制组一行将深入河
唇尧良垌尧安铺尧营仔尧车板尧青平尧高
桥尧开发区尧红江农场尧鹤地水库等
地取景拍摄袁并到市志办尧市博物馆
等采访袁深层解读廉江遥

为单身青年
搭建交流平台
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热线 黄锵宇 摄
概通话 20 多次遥 我在房产证办理
过程中遇到困难袁都是 12345 热线
帮我找职能局协调的遥 我们有平台
专门帮办事袁真的感到幸福遥 冶
廉江 12345 热线整合政府部

应知事项袁这让她感到惊喜遥 后来
在办理房产证过户的过程中袁王女
士经常打 12345 热线咨询袁工作进
展顺利遥 王女士对此赞不绝口院野不
管是白天晚上都有人回答问题袁大

门所有服务热线袁 方便群众投诉尧
举报遥 若群众需要提供图片等证
据袁可上微信公众号野湛江 12345冶尧
邮箱野湛江 12345冶以及微博传送袁
促进事情圆满解决遥

在 梨 园 绽 放 最 美 芳 华
本报记者 林达琳
红豆生南国袁粤韵满橙乡遥 廉
江的粤剧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底蕴袁名家辈出袁生机勃勃遥
其中袁以陈剑清为团长的廉江市剑
清粤剧团成为廉江的闪亮名片之
一袁更重要的是袁剑清粤剧团为本
地粤剧传承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袁让粤剧这项艺术在橙乡大地得
以薪火相传袁生生不息遥
少女陈剑清颇有艺术天赋袁学
习粤剧悟性高袁 训练认真刻苦袁加
上有粤剧名家杨树光尧 吴国英指
导袁成长迅速袁角色从青衣到花旦
只用短短三年时间遥 梅花香自苦寒
来遥 1983 年袁陈剑清正式担任廉江
粤剧团的花旦袁在舞台上塑造了许
多经典的角色袁一招一式袁一颦一
笑袁无不令戏迷印象深刻遥 经过二
十多年的积淀袁陈剑清在舞台上更
加气场十足袁收放自如遥 粤韵中袁丝
竹里袁浓郁的岭南气息和高雅的艺
术气息扑面而来遥 2008 年袁她主演
的粤剧叶唐明皇与杨贵妃曳参加湛

陈剑清指导学员 林达琳 摄
江市第七届艺术节袁最终将金奖收
入囊中遥 陈剑清的精湛表演功不可
没袁她有着清脆圆润的嗓音尧顾盼
生辉的双眼尧 艳光四射的扮相袁一
举手一投足袁灵动而有朝气袁将杨
贵妃的迷人神韵尧坚韧性格表演得
淋漓尽致袁彻底征服了台下的评委
和观众遥
台上袁需要演员演好戏曰台下袁
则需要初心不改的推广者遥 2010
年袁陈剑清退休后袁很少再登台表
演袁但她心怀粤剧艺术袁情系广大
戏迷袁总是这样思索院几十年来袁粤
剧已经融入我的生命袁成为我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遥 我应该如何

发挥余热尧发挥优势尧培育新人袁传
承发展粤剧艺术袁既让迷恋粤剧的
群众寻得了文化的根脉袁又让更多
年轻人喜欢上粤剧钥
2016 年袁陈剑清在廉江创办剑
清粤剧团袁从专业演员转型为剧团
管理者袁既为粤剧演员提供施展才
华的平台袁 又潜心培养粤剧好苗
子袁让小孩子从训练基本功尧练身
段尧习唱功开始袁特别是毫无保留
地传授演唱的音准音色尧 行腔吐
字尧感情处理尧表演台风等经验遥 经
过多年的悉心培养袁粤剧团里不少
小荷初露尖尖角遥 邓家萍自小跟着
陈剑清学艺袁 在舞台上亦庄亦谐遥

她说院野从清姐身上既学到艺术袁
又学到艺德遥清姐身上的善良尧坚
持尧 认真等优秀品质将会影响我
的一生遥 冶
粤剧是岭南地方戏的代表袁
被誉为岭南文化的 野活化石冶袁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袁 粤剧的
传承与发展意义重大遥 剑清粤剧
团长期扎根基层农村袁 承担着政
府野送戏下乡冶任务袁每年演出超
过 300 场次袁 为本地粤剧传承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袁 真正做到弘
扬粤剧文化袁展示梨园风采袁让更
多群众走近粤剧尧认识粤剧尧爱上
粤剧遥 剑清粤剧团还创作排演了
一批高质量的作品袁 得到观众和
专家的高度赞扬遥 2017 年袁以剑
清粤剧团为主要班底排演的粤剧
叶户部黎公曳作为广东省唯一代表
剧目袁参加由中宣部尧文化部联合
举办的野2017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
曲会演冶袁还参加第十三届广东省
艺术节荣获剧目二等奖遥 同年 12
月袁剑清粤剧团参加湛江市第九届
艺术节袁粤剧叶户部黎公曳获得最佳
剧目奖袁粤剧叶汉武帝梦会卫夫人曳
获得剧目二等奖袁4 名演员获得优
秀表演奖遥 2017 年袁剑清粤剧团入
选广东省重点艺术院团袁2018 年被
中宣部尧文化部尧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联合授予 野全国服务农民尧
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冶荣誉
称号袁 陈剑清被评为 2018 年度广
东省基层宣传文化能人遥
岁月留声袁粤韵悠扬遥 陈剑清
坚定地走在培养粤剧新人尧推广粤
剧文化这条路上袁并乐在其中遥

本报讯渊记者肖挺 通讯员林
易冤为进一步建设幸福家庭袁近日袁
廉江市妇女联合会携手永福御景
城广场举办廉江市野遇见美好 遇
见爱冶联谊活动遥 来自全市各机关尧
事业单位近 120 多名单身青年参
加了活动遥
联谊活动形式多样袁内容健康
活泼遥 通过参加野自我介绍冶尧野亲密
面对面冶 等破冰游戏袁野一分钟约
会冶尧野心动时刻冶等升温游戏袁大家
从拘谨不知所措到大方展现自我袁
从各自为伍到热情交流袁通过一系
列动静结合活动逐渐熟悉彼此袁现
场共有 3 对青年成功牵手遥
本次联谊活动为单身青年相
识尧 相知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袁
增强了新时代文化自信袁丰富了廉
江市广大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遥 大
家在新颖且极具趣味的互动节目
中达成了沟通交流的愿望袁展示了
廉江市青年男女真诚尧乐观尧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袁同时引导单身青
年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尧道德观和
价值观遥

1尧揖咨询铱廉江城区餐饮店的潲
水应如何处理
张先生反映袁从 2019 年年初开
始袁 廉江城区部分餐饮店将潲水直
接倒入下水道袁造成下水道堵塞遥 现
咨询潲水应如何处理袁 望有关部门
答复遥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回复
市民咨询收悉遥 各餐饮店的潲水请
用密封胶桶装好袁 运送到附近的生
活垃圾压缩中转站排放遥 目前袁城区
建有三座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袁分
别是中山五路廉苑公园生活垃圾压
缩站尧创业大道南渊消防大队绿化地
旁冤 城南生活垃圾压缩站以及中山
二路中心市场生活垃圾压缩站遥 严
禁将潲水直接倒入下水道遥

廉江市交通运输局

关 于 推 进 ETC 免 费 安 装 使 用 的 通 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尧国务院和省尧湛江市及廉江
市关于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的决策部署袁 加快推进 ETC 免费安装使用袁实
现不停车快捷收费目标袁经廉江市人民政府同意袁现
通告如下院
一尧各级党政机关尧事业单位尧国有企业的公务
车辆务必全部安装 ETC 车载装置袁并于 2019 年 9 月

底前完成遥
二尧各镇政府渊街道办冤尧市直有关单位要宣传动
员社会车辆和积极引导在我市注册登记的车辆尽快
安装 ETC 车载装置袁机关尧企事业单位要组织党员
干部尧公职人员尧国企员工率先安装使用遥
三尧我市 ETC 免费安装工作已全面启动,农业银
行尧邮储银行尧工商银行尧建设银行尧中国银行尧农信

认尸启示
流浪病人廉山袁男袁年龄约 57 岁袁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由廉江市横山镇派出
所送入东升精神病医院治疗袁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渊未分化型冤遥 2019 年 9 月
2 日因多脏器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袁 希知情者袁 请与廉江市救助管理站联
系遥 联系电话院0759-6617899遥
廉江市救助管理站
2019 年 9 月 4 日

联社各营业网点均可安装袁 车主可自由选择其中任
何一家办理,并可以享受各行推出的优惠活动遥
四尧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袁广东省各高速公路收
费站原则上仅保留一条人工收费通道袁 各类通行费
减免等优惠政策均依托 ETC 系统实现,非 ETC 车辆
将受到极大的出行限制且不能享受各类通行费减免
等优惠政策遥 希望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袁尽快

遗
失
声
明

安装 ETC 车载装置袁早日实现高效便捷出行遥
特此通告
廉江市交通运输局
2019 年 8 月 30 日

廉江市安铺镇东横一路 11 号 101 房梁志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06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安铺镇赤里山村 174 号 101 房黎程创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6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岭镇角仔山村 42 号许康林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6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岭镇黄毛岭村 12 号胡春兰遗失廉江市公安局签发户口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