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019.09.28 星期六
责编院李廷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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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编院林金连

科 技 创 新 助 推 我 市 经 济 腾 飞
要野互联网+冶引领小家电智能新时代
要要
本报记者

2000 年以来袁廉江小家电产业
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袁成为全国最大
的电饭锅生产基地袁被誉为野中国
电饭锅之乡冶遥 近几年来袁我市小家
电产业实现了智能化袁被授予野中
国小家电产业基地冶称号遥 如今袁我
市以电饭锅为代表的小家电行业
拥有最完整的产业链袁已发展为国
内最具产业规模的集群基地遥 廉江
市小家电产业在科技创新的道路
上永不停步袁体现了野敢为人先袁追
求卓越袁开放包容冶的新时期廉江
人精神遥
科技创新袁着力打破小家电发
展制约瓶颈
过去我市小家电行业核心竞
争力和影响力不强袁家电产品偏低
端袁同质化竞争突出遥 近年来袁我市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袁以科技支撑产
业发展为动力袁以创新型县渊市冤建
设工作为主线袁以创新融资模式为

抓手袁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突
出建设创新文化尧 营造创新环境尧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袁力促新旧动能
有效转换袁推动廉江小家电产业转
型升级遥
为抢抓新机遇袁我市加快推进
技改步伐袁着力抓骨干标杆创新转
型袁打造产业发展野主引擎冶遥 我市
出台了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行
动计划袁 遴选 37 家企业列入湛江
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扶持企
业库袁通过奖补尧贴息等方式支持
企业设备更新尧智能化改造遥 去年
共为龙健实业等 3 家企业发放股
权投资资金 3000 万元袁为 10 家家
电骨干企业争取到股权投资资金
9600 万元遥 2018 年 11 月袁格力制
造牵头联合廉江市威王尧 龙力尧华
强等创建广东省家电制造业区域
创新中心袁 为产业提供全方位服
务袁重点解决诸如家电产品的温控
器尧发热装置尧电脑板尧预涂板等一

揖举报铱有人在廉江市营仔镇营
仔大桥的河道非法抽螺
谭先生反映袁2019 年 7 月 13 日
23:50袁 有人在营仔镇营仔大桥的河
道非法抽螺渊粤语谐音蚬仔冤袁希望
相关部门尽快处理遥
营仔镇回复 接到谭先生反映
后袁我镇高度重视袁立即派人到镇渔
政中队调查了解情况遥 据悉袁廉江市
渔政大队已经成立两个执法工作组
进驻安铺尧营仔尧车板 3 个镇袁全天
候监督检查袁 目前未发现任何违法
行为遥 市民若发现线索袁请及时向渔
政中队反映情况渊电话院6734993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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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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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廉府办
[2010]21 号冤要求袁经研究决定袁廉江
市工商业联合会对位于市教育路 33
号工商联大厦房屋一楼东面第一间
面积约 18 平方米尧第二间面积约 30
平方米尧 第三间面积约 150 平方米
的房屋进行对外公开招租袁 有意者
请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至 16 日 (国
家法定节假日除外)正常上班时间到
遗
失
声
明

遗
失
声
明

系列问题遥
职能部门统计袁2018 年袁 我市
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 2.81
亿元袁高新技术产品 161 个袁年产
值达 100.64 亿元袁占本年全市工业
总产值比例为 26.8%遥 2019 年 1-8
月袁 全市共有 10 家企业成功入库
省级科技型中 小企 业袁22 家企业
85 个产品被认定为 2019 年度湛江
市级高新技术产品曰 有 22 家企业
申报 2019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遥
目前袁全市拥有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27 家袁 省高新技术培育库入
库企业 1 家袁35 家企业认定为省级
科技型中小企业袁建成省级工程中
心 4 个袁市级工程中心 8 个袁市级
重点实验室 1 个袁市级技术开发机
构 18 个袁省创新型企业试点企业 1
个袁省级专业镇 4 个遥
联网做媒袁引领小家电走进智
能新时代

为激发小家电市场活力袁我市
积极搭造电商企业抱团发展交流
平台袁着力培育新产业尧加强与大
型电商企业合作遥 全力实施野互联
网+冶工业制造行动袁积极引导互联
网应用服务商和三大电信运营商
与家电制造企业进行对接袁合力打
造家电制造智能化工厂遥 2018 年
来袁我市着力打造工业互联网应用
示范标杆企业袁加快推进我市小家
电工业互联网发展袁促进全产业链
提质增效袁 推动家电企业设备数
据尧系统数据尧供应链数据等要素
野上云上平台冶遥 华强电器尧龙力电
器尧 天启电器 3 家企业入选 2018
年省级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标杆
示范项目袁促进家电企业智能化改
造与数字化融合袁推动我市小家电
产业迈上野高精尖冶发展袁从传统制
造转向野质造冶乃至野智造冶遥
野互联网+冶给小家电行业带来
的成果显然易见袁不断推进家电领

域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物联网的集成
应用袁 加快智能化改造的步伐袁推
动家电行业链协同创新发展遥
2018 年袁 全市共有家电企业
600 多家袁 成品总装家电企业 205
家袁规上家电企业 114 家袁占全市
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 41.9%遥 规上
工业家电企业产值 133 亿元袁占全
市 规 上 工 业 产 值 比 重 35.5% 遥
电饭锅尧电水壶产销量约占全国的
30豫袁 其中主要产品电饭锅全年产
量约 1.9 亿个袁 配件销售量占全国
60豫以上袁实现了从上世纪 80 年代
初单一产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袁向
拥有规模尧龙头尧产能尧配套尧劳工
五大优势的全国闻名小家电产业
集群转变遥
我市小家电产品远销印尼尧尼
日利亚尧古巴尧欧洲尧非洲尧香港尧澳
门和台湾等 36 个国家和地区袁成
为我国主要的小家电出口基地袁擦
亮野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冶品牌遥

开展政务培训

解决群众难题

培训现场 黄锵宇 摄
本报讯渊记者李廷赋 通讯员
林河忠冤9 月 25 日袁我市在罗州街
道专题培训便民服务事项代办员袁
推进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
育落实到工作中遥将集中培训全市
391 个村渊社区冤的年轻党员袁以使
更多政务服务可以网上办尧 就近
办尧一次办尧马上办袁解决群众的操

心事袁增强群众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
全感遥
本次政务服务培训由市委组
织部尧市行政服务中心组织袁按照
野统一组织尧统一标准尧统一教材尧
统一考试冶 的要求进行教学管理遥
市行政服务中心成立培训小组袁配
备专业教师分别到各镇尧 街道培

训袁每班培训一天袁全市培训从 9
月 25 日到 10 月底止遥 培训内容涉
及 1149 个事项袁首先选取 28 个事
项重点培训袁着重解决与群众生活
息息相关的问题袁 比如计生服务尧
合作医疗尧养老保险尧低保申请尧大
病救助尧农机补贴等遥 培训主要对
象是全市社会 40 岁以下的党员袁

计划在全市培训 1502 人袁 要求学
员熟练掌握申报要求尧办理时限和
办事流程遥
市委组织部领导表示袁这次培
训的成绩优良者可以优选获评先
进党员袁学以致用成绩突出的可进
入野五星冶优秀党员行列袁并被作为
村后备干部人员备案遥

政协科技组委员调研广东岭南红橙基地
本报讯(记者肖挺)9 月 20 日袁
市政协组织科技组委员袁深入位于
石颈镇的广东岭南红橙有限公司袁
考察调研产业园的生产建设情况遥
在市政协科技组组长詹宗富
的带领下袁政协委员们认真听取介
绍袁详细了解了岭南红橙产业园规

公

告

廉江市工商业联合会办公室索取具
体招租办法和报名袁 逾期报名不予
受理遥
特此公告遥
单位地址院 廉江市环市北路 69
号四楼
联系人院李生
联系电话院6622025
廉江市工商业联合会
2019 年 9 月 28 日

廉江市石颈镇新村小学遗失廉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石颈信用社渊账号院80020000004559374 冤签发支票 23 张袁号码
为院270043672703 至 270043672725袁现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塘蓬镇彭岸村委会大垌村民小组遗失廉江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塘蓬信用社渊账号院80020000002372615 冤签发支
票 2 张袁号码院270003949576 尧270003949577袁现声明作废遥

本报讯 渊记者李廷赋 通讯员
林河忠冤近日袁市行政服务中心举办
以野党建引领展窗口风采助力创文冶
为主题的知识竞赛活动袁 全体窗口
工作人员及中心干部职工分 8 组参
与比赛遥
竞赛内容涵盖党建尧创文尧窗口
服务礼仪等知识点袁题目形式丰富袁
现场气氛热烈袁扣人心弦遥选手们个
个精神饱满袁认真作答袁各小组分秒
必争遥为了第一时间抢到答题袁主持
人刚读题完毕还没宣布 野开始冶袁有
的人就接连触响抢答器袁 现场欢笑
声不断遥抢到答题者全组欢呼袁未抢
到的组员后悔不已袁 换人继续监守
抢答器袁 奋勇向上的精神展现在赛
场上遥 经过激烈的角逐袁 第 7 组以
100 分的好成绩荣获一等奖袁 第 4
组尧 第 2 组分别获得了比赛的二等
奖和三等奖遥
此次知识竞赛袁 让工作人员丰
富了业务知识袁 加深了对党建和创
文的认识袁同事关系更加融洽遥

为老干部老党
员颁发纪念章

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我市开展“我
和我的祖国”
百姓微宣讲竞
赛活动
本报讯渊记者谭杏娇冤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袁9 月 20 日上午袁
我市开展 野我和我的祖国冶2019 湛
江市百姓微宣讲电视大赛廉江海选
活动遥
本次海选分曲艺类和故事类两
个赛场袁 选手们结合我市创建国家
文明城市工作袁 讲述廉江人民创业
创新和个人追梦圆梦的故事袁 宣讲
广大干群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尧乡村振兴尧创建文明城市尧扫黑
除恶尧精准扶贫尧作风整治等重点工
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和先进典
型的故事遥 活动彰显了廉江人民把
个人理想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之中袁 奋发进
取尧锐意创新的良好精神风貌袁充分
体现了廉江特色遥
本次活动以野我和我的祖国冶为
主题袁于今年 8 月至 11 月在湛江市
全市范围内开展遥 活动包括宣传发
动尧海选推荐尧市级复赛决赛尧优秀
宣讲员展演和巡讲以及编印专辑五
个阶段遥 我市各单位踊跃参加了此
次微宣讲比赛遥

谭杏娇

行政服务中心
办竞赛助创文

模尧经营模式尧规划理念尧销售情
况遥 随后深入橙园尧种苗培育大棚尧
分拣中心进行实地考察遥
广东岭南红橙基地位于廉江
市石颈镇西部袁基地土地均为红壤
土袁土层深厚袁降雨量充沛袁全年无
霜期袁日照时数较长袁是红橙的最

适宜生长的生态区遥
公司经营秉承野自然熟袁自然
好吃冶的理念袁进行生态标准化种
植袁 橙园规划种植面积一万亩袁今
年挂果三千多亩袁通过一线电商平
台以及盒马鲜生野新零售模式冶袁进
行线上线下共同销售袁公司匹配的

保鲜仓储尧包装配送等设施设备已
达国内一流水平遥
科技组的委员们实地调研袁对
基地有更神的了解遥 他们对红橙种
植发展出谋划策袁提出要重视科技
创新袁 引导龙头企业加大科研投
入袁提升农产品生产尧加工水平遥

本报讯 渊记者林梅英 通讯员
陈晓冤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来临之
际袁9 月 23 日袁市委组织部尧老干部
局组织开展慰问老干部尧 老党员活
动袁并为他们颁发野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冶遥
当天下午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尧
老干部局局长吴伟一行袁 先后到离
休老干部老党员钟由南尧伍龙尧肖宣
荣等家中袁亲切地与老人座谈交流袁
听老人们讲述他们当年参加革命战
争的故事袁 了解老人们的身体健康
和日常生活情况遥 吴伟感谢老一辈
为新中国成立所做的付出和牺牲袁
感谢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和改
革开放事业作出的贡献和努力袁并
为他们颁发了 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冶袁 赠送慰问
金袁 使他们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关怀和温暖遥

培育诚信市场
倡导文明经营
本报讯渊记者李文静冤俗话说院
野诚立天下袁信赢未来遥 冶对于商家
而言袁诚实守信是立足的根本袁是发
展的基石遥 日前袁 廉江中心市场评
选出一批诚信经营户和文明经商
户袁树立了诚信和文明经营的榜样遥
我市城区中心市场有 400 多家
商户袁从每天的一大早开始袁各种生
鲜肉菜就大量上市遥 市场内人流量
大袁成交活跃遥 记者注意到袁悬挂着
野诚信经营户冶和野文明经商户冶牌子
的商户袁 相对来说熟客都比较多遥
说起对诚信的理解袁 商户的看法都
是一致的遥 野秤不假就是诚信遥 诚信
不是我自己评的袁 是大众评的遥 做
生意要诚实点就行了遥 冶 中心市场
经营户告诉记者袁讲诚信袁熟客就比
较多袁生意自然会好很多遥
据了解袁 中心市场每年都会评
选出 10 名诚信经营户和 10 名文明
经商户袁强化经营主体的诚信责任袁
树立文明标杆袁提升综合竞争力遥

广东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标语口号

坚决打击建筑业尧运输业尧
采矿业尧集市中的野行霸冶野市霸冶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