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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战贫困
携手奔小康
本报讯 渊融媒体中心记者谭杏
娇冤3 月 19 日袁柳州市政协副主席尧
融水县委书记杨恩维率融水县党政
代表团到我市考察交流袁 推动两地
扶贫协作往深处走尧往实处走遥 我市
市领导林海武尧吴永光尧黄生尧管丽
文尧蔡润尧崔军出席会议遥
在当日的联席工作会议上袁杨
恩维对廉江大力支持融水县脱贫攻
坚表示感谢遥他说袁自廉江对口帮扶
融水以来袁 两地扶贫协作工作扎实
推进尧成效明显遥在决胜脱贫攻坚的
关键时期袁持续深入推进扶贫协作袁
对于两地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意
义重大遥他希望两地携手袁推动两地
扶贫协作往深处走尧往实处走袁进一
步加强联系袁密切往来袁深化协作遥
今年受疫情影响袁 但融水县有信心
完成脱贫摘帽任务袁 确保高质量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遥
我市市委书记林海武向融水县
党政领导一行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
迎袁他指出袁廉江与融水建立结对帮
扶关系以来袁 融水县在县委县政府
的正确带领下袁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
扎扎实实的成效遥今年脱贫压力大袁
但我们要充满信心袁必须高标准尧高
质量完成任务袁打好脱贫攻坚战遥今
年以来袁 我市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袁加强公共卫生管理袁同时全力推
进脱贫攻坚袁 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袁确保已脱贫的村不返贫袁扎
实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遥
我市政协主席吴永光主 持会
议遥融水县委常委尧副县长张洋通报
了廉江要融水两地粤桂扶贫协作工
作情况遥会上袁林海武代表我市向融
水县捐赠了 2 万只口罩遥

部署清明期间
防疫防火工作
本报讯 渊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
静冤3 月 20 日袁 湛江市清明期间森
林防灭火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袁 贯彻
落实上级有关会议精神袁 对清明期
间森林防灭火工作再动员再部署遥
我市组织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
单位有关负责人在市应急管理局分
会场收听收看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 今年清明前后是发
生聚集性疫情的高风险期和森林火
灾的敏感期尧高发期遥 要进一步认清
形势袁提高认识袁切实增强森林防灭
火工作的紧迫感尧责任感和使命感袁
大力开展疫情防控和森林防火宣
传袁完善工作机制袁加强队伍建设袁
配备救灾设施设备袁 提高扑火抢险
救灾能力遥

服务市委中心工作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林海武带队调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共同建设全域美丽宜居乡村

本报讯渊融媒体中心记者谭杏
娇冤3 月 20 日下午袁市委书记林海
武带队到河唇尧吉水两镇调研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振兴工作袁要
求全面推进袁 把相关工作落到实
处遥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黄生袁副
市长林家春袁市财政局尧农业农村
局领导一起参加调研遥

林海武先后到河唇镇坑仔唇
村尧木七垌村尧莲塘口村以及吉水
镇竹山村开展实地调研袁仔细察看
各村文化活动中心尧道路尧绿化美
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袁深入了解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野一拆二改三种
四清洁冶行动进展袁并与镇尧村干部
深入交流袁 谋划乡村振兴发展路

径遥
调研中袁林海武强调袁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要以农村垃圾尧污
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
向袁强化措施袁加大力度袁因地制宜
做好规划袁保护好农村特有的生态
环境袁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袁 确保乡村振兴工作取得实效遥

镇村要加强管护袁引导老百姓养成
良好的习惯袁多种花尧种树尧种果袁
清洁好家园袁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和
水平袁提升群众的幸福感遥 要持之
以恒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袁共同建设
全域美丽宜居乡村遥
图为林海武率队开展调研工
作
谭杏娇 摄

广东海大集团捐赠防护物资
本报讯渊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
静冤3 月 16 日袁广东海大集团向我
市捐赠 100 箱消毒二氧化氯泡腾
片袁支援我市抗击疫情尧复工复产遥
我市市委书记林海武袁湛江市税务
局副局长龙成东袁我市市委常委木
声隆袁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黄生袁

副市长江维峰袁广东海大集团总裁
助理潘洁等领导参加捐赠仪式遥
林海武代表市委尧市政府接受
捐赠袁对广东海大集团表示衷心的
感谢袁对他们真情行动致以崇高的
敬意遥 据了解袁这批消毒二氧化氯
泡腾片是广东海大集团旗下公司

生产袁该产品遇水活化袁释放出二
氧化氯气体袁呈现黄色袁具有纯度
高尧溶解快尧安全可靠尧适用范围广
等特点袁是一种可以用来对物体表
面尧瓜果蔬菜尧衣服织物进行消毒
的家庭用品遥林海武对此给予了高
度评价袁并希望继续对我市给予关

心和支持袁同心协力打赢疫情防控
总体战尧阻击战遥
木声隆主持捐赠仪式遥 江维峰
表示袁将以最快的速度将这批物资
分配到防控一线袁 确保急用先保袁
优先保障医疗救治尧检测检査遥

把康养产业和福利事业做得更好
本报讯 渊融媒体中心记者林
梅英 通讯员吴李胜冤3 月 15 日袁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康养产
业合作发展基金会主任朱万勇率
队到我市考察养老及儿童福利机
构工作袁 为老年人及福利院儿童
谋福利尧送健康遥
当天下午袁 朱万勇一行在我
市市委书记林海武袁市委常委尧市

委办主任黄生袁 副市长崔军等领
导的陪同下袁 来到我市福利院和
养老院调研袁听取相关汇报袁详细
了解我市民政服务机构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尧 养老及儿童福
利发展现状遥
通过考察袁 朱万勇对我市民
政服务机构的疫情防控尧 养老及
儿童福利工作给予了肯定袁 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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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服务于老年人提出指导
性建议遥 朱万勇指出袁希望加强合
作袁服务好老年人袁真正做到老有
所医尧老有所养尧老有所乐尧老有
所安遥 希望廉江把养老院及福利
院建设得更好袁 同时加快建设基
础养老服务设施袁 积极推进老年
人生活照料尧医疗保健尧文体娱乐
等服务项目遥 疫情期间还要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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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防控措施遥
据悉袁 廉江市福利院于 1980
年 7 月 建 成启 用袁 总 建筑 面 积
6000 多平方米袁主要负责弃婴尧孤
残儿童抚养服务遥 廉江市养老院
于 2016 年兴建袁 总投资 1050 万
元袁一期工程渊6 层冤已投入使用袁
设床位 99 张曰二期工程渊5 层冤主
体工程已完成袁可设床位 45 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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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调研要求
严把环保关
本报讯 渊融媒体中心记者谭杏
娇冤3 月 18 日下午袁 市委副书记尧市
长庞晓冬到廉江市丰潮农副产品仓
储冷链物流市场建设项目尧 营仔港
油泥综合处置项目以及超新材料项
目现场调研考察遥 市委常委尧常务副
市长黎亦鸿袁 市有关职能部门领导
参加调研遥
庞晓冬一行先到青平镇廉江丰
潮农副产品仓储冷链物流市场建设
项目袁参观车间和冷冻仓库袁了解项
目规划设计与发展前景遥 随后袁到营
仔镇调研营仔港油泥综合处置项目
以及超新材料项目袁 详细了解超新
材料的前景袁 要求有关职能部门对
项目要严把野环保关冶袁对市场有准
确判断袁支持培育发展新产业遥
据了解袁 廉江市丰潮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下属的农副产品仓储冷链
物流市场是集规模化仓储物流尧农
副产品于一体的批发市场袁 促进农
副产品尧 蔬果保鲜等民生必需品线
上尧线下销售遥 公司目前第一期项目
已投资 1000 万元袁 园区建有冷藏尧
冷冻仓库 1000 平方米袁一次性冷藏
能力 10 吨以上遥 第二期建设项目已
规划袁 将投入 2000 万元扩建 10000
平方米仓储冷链物流市场袁 结合国
家野一带一路冶良好发展战略袁把廉
江红橙尧荔枝尧千禧果等产业打造成
龙头产业袁 带动有机果蔬种植的规
模化尧 产业化和生态化发展遥

农 村 奔 小 康
基 础 在 交 通
安铺镇水流村至横山排里桥头
段二级公路改造工程动工建设
本报讯 渊融媒体中心记者林达
琳 通讯员姚枢志冤3 月 17 日袁安
铺镇水流村至横山排里桥头段 渊县
道 X709 线冤 二级公路改造工程动
工建设袁沿线群众高兴地奔走相告遥
据了解袁这是横山镇 13 万群众
盼望多年的一件大事遥全面奔小康袁
关键在农村曰农村奔小康袁基础在交
通遥 2019 年袁横山镇坚持党建引领
促发展袁切实抓好改造工程的立项尧
设计尧规划尧征地拆迁等工作袁取得
可喜的成果遥 横山镇委书记梁桂雄
表示袁 此路段改造工程全长 5.003
公里袁预算总投资 7565 万元袁提升
改造完成后袁 将进一步推动横山经
济社会发展尧 实现安铺特色小镇建
设与金山工业区无缝对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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