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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县交流学习组到我市考察

探索发展现代特色农业路子
本报讯渊融媒体中心记者林梅
英 郭龙碧冤3 月 20 日袁 柳州市政
协副主席尧融水县委书记杨恩维率
领交流学习组一行到我市考察交
流现代特色农业建设工作袁探索发
展现代特色农业路子遥 我市市委副
书记尧政法委书记袁华新袁市委常
委尧副市长管丽文袁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王丽峰袁 副市长江维峰袁市
政协副主席廖忠武等领导袁以及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考察遥
当天上午袁杨恩维一行到广东
廉实现代农业示范区考察袁 大家
野边走尧边看尧边听尧边学冶袁详细了
解该示范区现代农业技术和科学
管理的先进经验和有效做法袁并结
合自身实际深入探讨了工作中可
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具体解决
办法遥 随后袁杨恩维一行来到广东
茗龙茶业有限公司考察袁边走边看
边听取汇报遥 杨恩维一行对广东茗
龙茶业有限公司在助力精准扶贫尧
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等方面给予
了充分肯定袁认为该公司深入挖掘
茶文化内涵袁强化品牌引领袁聚焦
壮大特色产业袁 引领现代农业发
展袁 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袁带
动群众脱贫致富袁助推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遥 杨恩维表示袁融水县将汲
取好经验好做法袁为融水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提供新思路尧 新措施尧新
办法遥 交流学习组一致认为袁此次
考察的示范点理念新尧 模式好尧成
效大袁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遥 纷纷
表示要将学到的东西和融水县实
际结合起来袁寻突破尧鼓干劲袁进一
步明确发展的方向和思路袁以更大
的力度推动现代农业建设袁拓宽群
众增收致富渠道遥
据悉袁广东廉实现代农业示范
区是一家集农业科技尧循环立体种
养尧农产品深加工尧农业科普教育尧
生态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农业产业
化企业曰示范区基地 1380 亩袁蔬菜
常年生产面积 1000 亩袁 生态水果
基地 180 亩袁 循环立体养殖基地
150 亩袁 休闲观光设施基地 80 亩袁
加工厂区占地面积 13500 平方米袁
规划总投资 1.6 亿元袁年产值 8000
万元遥 示范区以农业科技为基础袁
以自然生态为依托袁以产业特色为
核心袁采取野公司+基地+农户冶的
经营模式遥 示范基地是廉江市省级
现代农业示范区尧湛江市重点农业
龙头企业尧廉江市蔬菜产业园核心
区尧全国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遥 广东
茗龙茶业有限公司是广东省重点
农业龙头企业尧湛江市农业龙头企
业袁种植基地 3000 多亩袁生产车间
5000 多平方米袁规模引进培植珍稀

抓紧抓实抓细
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渊融媒体中心记者谭杏
娇冤3 月 18 日上午袁 我市召开新冠
肺炎疫情重点地区和疫情高发区防
控工作专题会议袁要求高度重视袁抓
实工作袁切实扎牢野外防输入尧内防
扩散冶关口遥 市委常委木声隆袁副市
长江维峰袁 市各有关职能部门分管
领导袁火车站尧客运站负责人参加了
会议遥
木声隆指出袁 前阶段我市疫情
防控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袁 但随着
境外高风险疫情国家或地区以及复
工复产人员流动增加袁 我市输入风
险较之前明显加大遥 各级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袁 决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
和厌战情绪袁 做到慎终如始遥 要把
野外防输入冶作为近段时间防控工作
的防控重点袁 进一步加强对外来人
员的管控与监测遥 同时袁做好后勤保
障工作袁全面排查袁精准发力袁抓紧
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遥 江维峰对
各有关职能部门部署了具体工作遥

杨恩维一行到广东廉实现代农业示范区考察 林梅英 摄
名贵的 野植物黄金冶 印度檀香茶尧
野植物熊猫冶金花茶袁以及沉香茶尧
台湾金萱尧福建红心铁观音尧云南
梅尖尧安溪白茶等袁全部按照有机

茶的标准进行生产管理袁先后通过
国家权威机构野有机食品冶野生态原
产 地产品保护冶尧ISO9000 认证及
QS 认证袁并被评为野全国百佳农产

带领干部抓紧做筹资工作袁同时以
多年的信誉作保证建楼房遥 在建筑
行业朋友的大力支持下袁工程快速
稳健推进袁出图纸尧找工程队尧赊建
筑材料噎噎春节越来越近尧时间越
来越紧袁但工作环环相扣袁一切都
按计划进行遥 为保证按质按时交
楼尧大家开心过年袁工程队日夜开
工袁村委会干部做后勤监管忙个不
停遥 共同努力只为一个目标院村委
有野新家冶过新年遥 转眼就是除夕
了袁三层半的楼房建好主体袁还把
内墙刷好袁通过了验收遥 接着袁村委
会进驻办公袁 多年的目标得以实
现袁干部群众满心欢喜遥
新的村委会办公大楼袁大方整
洁袁干部群众工作热情高涨尧笑口
常开遥 梁相兵说袁现在办公楼正在
装修袁工人们都在加紧工作袁什么
条件都不讲遥 有卖瓷砖的朋友还
问起工程袁表示先把楼做漂亮袁货

品品牌冶野广东省名牌产品冶袁 是第
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方指定
唯一礼品用茶遥

基层有新局面

款什么时候给都没有问题遥 并且
要把它建成廉江最美的村级办公
大楼袁更好地助力党建工作遥
村委大楼刚刚启用袁疫情便突
然紧张起来袁防控成了当务之急遥
关垌村委会在交通要道上袁防控压
力更大遥 梁湘兵带领村委会干部
配合市有关部门在高速路口等关
键地段检查袁处理紧急情况袁日夜
不敢放松遥 这里辖区有小区及 14
个自然村袁年初一他就和村委干部
进村开展防控工作遥 为了节省费
用袁干部们用自己的车作宣传车袁
装上扩音器往村庄尧小区巡查袁处
理繁琐的村民事务遥 这里处在与
新民镇交界处袁曾有村民自己封了
村袁却阻了外村人出入袁双方互不
相让遥 梁相兵带村委会干部去调
解袁好说歹说才把问题解决遥 此外
还进各自然村尧小区袁分多个小组
开展防控袁一直坚持下去遥

当疫情有所缓解袁新年累积下
来的工作也要抓紧办了袁上面也号
召下一步野防疫工与作复工复产两
手抓袁两手都要硬冶遥 梁湘兵把工
作布置下去袁各自然村干部分头落
实袁各项工作紧张开展遥 其中街道
驻队干部尧村委会干部抓紧处理好
新兴村鱼塘纠纷袁一天解决这个十
三年的纠纷袁收回出租款袁来个开
门红遥 关垌还有两三千亩地有待
充分利用袁梁相兵正在落实与果菜
公司合作事宜袁经营观光农业遥 这
里交通条件好袁蔬菜运输尧游客出
入都方便袁梁相兵对这个项目非常
有信心遥
两个月建好村委办公楼尧把私
家车作宣传车进村防控尧一天解决
十三年鱼塘纠纷尧及时清理沟渠迎
春耕噎噎关垌村委会以党建促基
层工作袁工作高效率高质量袁领导尧
群众都纷纷给予好评遥

男孩被高空抛砖头砸伤

市 住 建 局
成立团支部
本报讯 渊融媒体中心记者林达
琳 通讯员沈嘉伟冤 为了积极调动
青年干部的力量袁以党建带团建尧团
建促党建袁3 月 19 日袁 市住建局召
开团支部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团员大
会袁选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遥
会议经过严格的选举程序袁选
举出黄仁娜尧宋君静尧沈嘉伟尧廖梓
淘尧 许秋等五位同志为第一届团支
部委员会委员袁 黄仁娜同志当选为
团支部书记尧 宋君静同志当选为团
支部副书记遥 黄仁娜表示袁将主动作
为尧扎实工作袁充分激发广大团员青
年立足岗位干事创业的热情袁 不负
青春尧不负韶华袁奏响青春建功新时
代的奋进强音遥

网上成功调解结案不结仇
本报讯渊通讯员徐忠婵冤13 岁
男孩在楼下玩耍时袁 不慎被三楼
同龄男孩失手扔下的砖头砸伤袁
本是同村亲戚关系的两户人袁因
赔偿问题而结下仇恨遥 近日袁廉江
法院塘蓬法庭网上开庭审理该案
件袁并成功调解袁原告获得 6.4 万
元的赔偿遥
2019 年 6 月 15 日下 午袁原
告小明渊13 岁冤与一群同村小孩在
被告小光渊13 岁冤家楼下玩耍袁却
不慎被小光从三楼失手扔下的砖
头砸伤袁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袁小
明颅脑损伤并开颅术后构成十级
伤残遥 治疗期间袁小光的父母已给
付 5 万元医药费袁 但后续康复费
用等袁小光的父母不再给付袁本是

一条村的亲戚袁 因赔偿问题最终
反目成仇袁 小明不得不向法院起
诉袁要求小光赔偿 8.4 万元遥
塘蓬法庭承办法官曹振升受
理该案件后袁 马上带领审判团队
到当地了解情况遥 经了解袁案发之
后袁当地司法所尧派出所尧村委会
等领导都曾经参与该案件的调解
工作袁但因原告方情绪较激动袁被
告方经济条件不好袁 导致赔偿问
题迟迟不能谈妥袁 本是亲戚关系
的两家人袁因此结下了梁子遥
一边是受伤的小明袁 家有五
个兄弟姐妹袁 全靠父亲一人打散
工养家袁 小明急需医疗费继续治
疗曰一边是砸砖块的小光袁其父亲
听力异常袁 全靠母亲一人在外地

廉江市 2020 年清明节文明祭扫倡议书
广大市民朋友们院大家好浴
2020 年清明节将至遥 为大力倡导绿色尧文明尧简
约的祭扫新风尚袁巩固我市疫情防控成果袁严防疫情
反弹袁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袁根据上级
有关部门的要求袁我们特此发出倡议院
一尧严防疫情少聚集遥 疫情期间袁做到少出门尧不
串门尧不聚集尧不扎堆尧戴口罩尧勤洗手袁严防疫情不放
松遥 不组织尧不参与宗族性的集中祭扫活动曰劝导亲人
少返乡不返乡祭扫遥 倡导通过网络祭扫尧经典诵读尧书
写寄语尧敬献鲜花等文明低碳方式祭拜袁表达对先人
的追思遥
二尧缅怀先烈网上行遥 不组织集中现场祭扫先烈
活动遥 倡导开展野网上祭先烈冶活动袁廉江市人民政府
网尧野红橙廉江冶APP尧野文明廉江冶微信公众号开设野网
上祭英烈冶 专题页面 渊开放时间院4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冤袁 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未成年人可登陆进行
网上祭扫袁敬献鲜花尧鞠躬致意尧寄语留言袁表达对革
命先烈的缅怀之情遥
三尧移风易俗须紧记遥 人类来自自然袁最终回归自
然遥 倡导火葬尧树葬尧花葬尧海葬等环保殡葬理念袁保护

本报讯渊融媒体中心记者肖挺冤
3 月 20 日袁 湛江市召开 2020 年全
市食品安全暨市场监管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袁 传达贯彻上级相关会议精
神袁 部署湛江市食品安全及市场监
管工作遥 我市组织有关部门领导在
廉江分会场收看收听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
政治站位袁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尧紧迫
感和使命感袁 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袁 确保群众 野舌尖上的安全冶遥
要找准食品安全和市场监管的薄弱
环节袁形成详细清单袁切实解决农兽
药残留超标尧环境污染向食物迁移尧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等问题遥 要重点关注养殖业源
头管控袁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袁全面禁
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行为遥

廉江人民调解
工作两获殊荣

高效推进党建
本报讯 渊融媒体中心记者李
廷赋冤2019 年 11 月初袁梁相兵任
城南街道关垌村委会书记袁 此后
他在两个月内建好村委会 办公
楼袁让村委搬进野新居冶过新年遥 接
着开展疫情防控袁 带领群众复工
复产尧发展工农业经济袁统筹推进
基层党建工作遥 几个月来袁关垌村
委会的工作广受好评遥
该村委会办公楼野拆旧冶已于
三年前完成袁 却因欠缺资金没法
野建新冶袁 而村委会急需建好办公
楼遥 市委组织部领导尧村干部尧群
众都希望新年有新的开始袁 建好
办大公楼尧抓好基层党建尧促进村
委工作遥 梁相兵是个勤恳实干的
基层干部袁工作效率高尧社会信誉
好袁得到群众的一致认可遥 于是袁
在村委会定好这件事之后袁 他立
刻着手落实建设方案遥 因时间太
紧一时难以落实资金袁 梁相兵则

确保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环境袁节约土地袁为人类繁衍生息和子孙后代发展留
下更多的土地资源遥
四尧厚养薄葬树新风遥 百善孝为先袁厚葬不如厚
养遥 倡导尊老尧敬老尧爱老的传统美德袁做到老人在世
多尽孝袁让老人老有所养尧老有所依尧老有所乐遥
五尧安全祭祀保平安遥 增强安全意识袁严格遵守森
林防火有关规定遥 倡导低碳健康尧绿色文明的祭扫方
式袁不违规用火曰不在山林草地尧交通路口尧广场小区尧
巷口楼道等场所焚烧纸宝蜡烛曰注意交通安全和生产
安全袁避免和减少火灾等各种安全隐患遥
六尧以上率下促文明遥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尧
示范引领袁在落实疫情防控尧遗体火化尧生态安葬尧节
俭治丧尧文明祭扫等方面的做好表率袁以实际行动影
响和带动身边群众袁自觉做到安全祭扫尧文明祭扫袁促
进社会安全尧文明尧和谐遥
疫情防控袁人人有责曰文明祭扫袁你我参与遥 广大
市民朋友们袁让我们共同携手袁从我做起袁从点滴做
起袁移风易俗袁文明祭扫袁抗击疫情袁做文明祭扫的倡
导者袁做绿色殡葬的践行者遥
廉江市文明办 廉江市民政局 2020 年 3 月 20 日

打工养家遥 这次的灾难袁无形给两
个本 就经济拮据的家庭雪上加
霜遥 如何尽快帮原告拿到赔偿款袁
又可以照顾到被告的经济难处钥
最好的办法就是调解结案遥 承办
法官曹振升说遥
曹振升考虑到原被告双方情
绪激动袁 担心见面因赔偿问题吵
起来袁决定通过网上开庭野隔空冶
审理并调解此案遥 在电脑屏幕上袁
法官尧陪审员尧原被告方均出现在
一个画面上遥 曹振升向原告解释
了被告的经济难处袁 希望原告降
低一点赔偿金额遥 在得到原告同
意减少两万 赔偿款的信息后袁曹
振升重点做 被告方思想工作袁砸
伤人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袁 如果案

件继续拖下去袁还会继续产生更多
费用袁希望尽快通过向亲戚朋友凑
够赔偿款给原告遥而且双方还是亲
戚关系袁不要因这次意外就成了老
死不相往来的仇人遥最后被告同意
赔偿 6.4 万元袁双方在网上签订了
调解协议书遥
曹振升在电脑上还对被告方
进行庭上教育袁告诉小光高空抛物
的危险袁如果现在小光达到相应的
刑事责任年龄袁那不但要负赔偿责
任袁还有可能被刑事处罚遥 他同时
告诫其父母袁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
安全教育袁切勿高空抛物遥
目前袁 被告已凑到全部赔偿
款袁交到原告方手中袁该纠纷历经
大半年袁终于得到圆满解决遥

本报讯 渊融媒体中心记者林达
琳冤近日袁廉江人民调解工作喜获两
项省级荣誉院 石角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被湖南尧江西尧湖北尧广东尧广西尧
重庆尧贵州等七省渊区尧市冤司法厅
渊局冤评为化解边界矛盾纠纷模范人
民调解委员会袁 石角司法所所长邓
兆盟被评为化解边界矛盾纠纷模范
人民调解员遥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袁 在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袁 被国
际社会誉为野东方经验冶遥 廉江市司
法行政部门积极创新人民调解工
作袁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遥 廉江各
级人民调解组织尧 人民调解员按照
政治坚定尧一心为民尧爱岗敬业尧无
私奉献的工作要求袁 努力实现小事
不出村尧 大事不出镇街尧 矛盾不上
交遥 近三年来调处各类社会矛盾纠
纷 4930 宗袁 调解成功率达 98%以
上袁 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
69 宗袁防止群体性上访 70 宗袁涉及
当事人逾 2 万人袁 调解协议涉及金
额近 1000 万元遥

揖咨询铱关于在疫情期间婴儿是
否能推迟接种疫苗的问题
市民反映袁 由于近段不适宜戴
口罩出门袁 其想咨询五月龄的婴儿
是否能推迟接种百白破疫苗第三
剂袁最迟的接种时间是多少个月内袁
望有关部门尽快跟进处理遥
廉江市卫生健康局回复 根据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叶关于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有序做好预防接种服务的通
知曳渊粤卫办疾控函 也2020页4 号冤袁
按照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袁
我市所有预防接种门诊从 2 月 2 日
起已经暂停接种服务 渊产科接种点
和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除外冤遥
另外袁根据我国免疫规划程序袁儿童
的百白破疫苗基础免疫渊前 3 剂次冤
建议在 1 周岁内完成袁 如有特殊情
况袁6 周岁以内均可按照免疫规划
疫苗补种原则进行补种遥 因此待新
冠肺炎疫情过后袁 我市恢复接种服
务后再进行预防接种袁 市民可电话
咨询城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渊0759-6677691冤袁感谢您的支持遥

廉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渊第二次冤
叶廉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曳渊征求意见稿冤已编制完成袁现向公众征
求与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遥 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和途径尧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等相关事项请到 野廉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网站冶渊http://www.lianjiang.gov.cn/qtlm/yqlj/ljzfbm/
ljscsglhzhzfj/冤查阅遥 本次公示及意见收集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2020 年 3 月 25 日遥
建设单位院廉江市绿色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曰联系人院肖先生曰联系电话院0759-6818806 渊工作日内袁上午 8:3012:00袁下午 14:30-17:30冤曰邮箱院xiaozheng@infore.com曰地址院廉江市横山镇七星岭遥

地名命名公告
根据 叶广东省地名
管理条例曳 和有关文件
规定袁 廉江市华景投资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位
于廉江市中山四路 11

号地块的筹建项目命名
为野为境大厦冶遥
特此公告遥
廉江市民政局
2020 年 3 月 20 日

遗 失 声 明
廉江 市石颈 镇 烟 塘 小 学 渊银 行 账 号 院80020000002364682冤袁遗 失
广东廉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 司石颈 支行核发 的支票 4 张 袁
号 码 为 270043632402袁270043632406袁270043632410袁270043632417袁
现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

廉江市石颈镇学树坝村 110 号卢亚霞遗失廉江市
公安局签发户口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