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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部门 新职责
石城镇举行新组建机
构揭牌仪式
本报讯渊记者何江江 郑浩然冤
根据我市关于深化镇渊街冤机构改革
工作的统一部署和安排袁 石城镇机
构改革工作稳步有序开展袁8 月 15
日袁 该镇为新组建机构举行揭牌仪
式袁 标志着该镇体制改革工作拉开
了新的序幕遥
当天袁 该镇镇委书记温剑锋等
镇班子领导为新组建机构揭牌遥 温
剑锋指出袁通过镇渊街冤机构改革袁将
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袁 健全协
同高效运行机制袁 激发镇级经济社
会发展活力袁 为廉江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的北部湾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
提供体制机制保障遥 全镇各部门要
站在野讲政治尧听指挥尧敢担当冶的高
度袁进一步统一思想尧凝心聚力袁主
动适应改革需求袁 提升履职尽责能
力袁 奋力开创石城镇经济社会发展
新局面遥
据了解袁根据叶中共廉江市委机
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湛江市廉
江市深化乡镇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基
层治理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曳精
神袁 石城镇此次机构改革进一步优
化了机构设置袁 内设机构调整为党
政综合办公室尧人大办公室尧党建工
作办公室渊组织人事办公室冤尧纪检
监察办公室尧公共服务办公室渊党群
服务中心冤尧综合治理办公室尧综合
行政执法办公室 渊综合行政执法
队冤尧规划建设办公室渊社区建设办
公室冤尧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尧应急
管理办公室尧农业农村办公室渊经济
发展办公室冤等 11 个党政机构遥 同
时镇党委建立综合治理委员会尧公
共服务委员会尧 综合行政执法委员
会等统一指挥协调的工作平台袁统
筹负责辖区综合治理尧公共服务尧综
合行政执法重大事项遥

我市召开 2020 年传承弘扬好家风好家训活动之野最美家庭冶表彰会

弘扬社会传统美德 树立美好家庭典范

本报讯渊记者黄永沐 肖挺冤
为 弘 扬 先 进 袁 树 立 典型 袁8 月 17
日袁我市召开 2020 年传承弘扬好
家风好家训活动之野最美家庭冶表
彰会袁对罗周富等 204 户野最美家
庭冶尧陈雯茜等 24 名野最美媳妇冶尧
何燕红等 5 户野最美抗疫家庭冶颁
发荣誉牌匾渊证书冤遥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吴廷
武袁市妇女联合会主席黄海桃袁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尧 市文明办主任

李辉良等领导参加会议遥
黄海桃在讲话中指出袁 希望
受 表 彰的 家 庭 和 个 人 珍 惜 荣 誉 袁
再接再厉袁 把家庭建设得更加美
好袁为构建幸福家庭尧和谐社会作
出新的贡献曰 希望广大家庭和个
人 向 受表 彰 的 家 庭 和 个 人 学 习 袁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袁 积极营
造良好家风袁 为我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作出更大的贡献遥
据了解袁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 野注重家庭尧 注重家
教尧注重家风冶的重要指示精神,市
委宣传部尧市文明办尧市妇联等部
门联合开展寻找 野最美家庭冶
野最美媳妇冶系列活动遥 活动开展
以来袁 各级各单位积极发动广大
家庭参与到野最美家庭冶创建活动
中来袁涌现出一批野最美家庭冶野最
美媳妇冶野最美抗疫家庭冶 先进典
型遥 他们家庭和睦尧夫妻恩爱尧尊
老爱幼 尧科 学教 子 尧勤 俭节 约 尧邻

里互助袁 在平凡的生活中谱写了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遥 特别是在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袁 涌现
出一批担当作为尧冲锋在前尧甘于
奉献的党员干部尧医务工作者尧人
民警察尧社区工作者尧复工复产带
头人等抗疫先进人物袁 他们以实
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
观袁为广大家庭树立了榜样遥
图为野最美家庭冶领取牌匾遥
肖挺 摄

90 后“新农人”的兴农致富路
要记高桥文俊家庭农场场主梁文俊
要要
本报记者揭英隆 黄永沐

在高桥镇坡督村委会双旺村袁
有一个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要要
要文
俊家庭农场遥 该农场是湛江市示范
家庭农场袁也是我市唯一一家省级
示范家庭农场遥 提起这个家庭农
场袁不得不提到那个带领村民走向
兴农致富路的 90 后野引路人冶梁文
俊遥 双旺村一带在他的先行先试和
示范带动下袁逐渐展现出一幅百果
飘香的新农村画卷遥
返乡创业闯出野致富路冶
从国家开放大学农村行政管
理专业毕业后袁梁文俊一开始选择
在珠三角务工遥 2016 年袁他不顾父
母的坚决反对袁 毅然回到家乡袁一
边帮父母打理家里的两三亩茶叶袁
一边寻找创业机会遥
梁文俊坚信袁广袤的农村也是
创业就业的广阔天地遥 在得知我市
有支持青年创业的基金时袁他马上
申请到 5 万元 野创业金冶袁 流转 50
亩土地种茶袁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
路遥 因为年纪轻尧脑子活袁梁文俊很
快掌握了种茶的技术袁 并小有收
获遥 同年他的家庭农场被评为野廉
江市示范家庭农场冶遥 但他并不满
足于此袁 他坚信创业不能随大流袁
须更新观念另辟蹊径袁突出产品差
别化袁才能提升市场竞争力遥
高桥是廉江红橙的主产地之
一袁梁文俊抓住商机袁经过实地考
察调研袁发现自家农场是个适宜种
植红橙的好地方遥 2017 年下半年袁
他扩大农场规模袁种植了 500 多亩
红橙遥 他积极探索农场组织化尧规
模化尧机械化的路子袁形成规模效
应尧示范效应袁带动周边村庄 60 多
户农户种植红橙 200 多亩袁并为他
们提供技术指导遥
目前袁文俊家庭农场聘请了专
业技术人员进行指导袁秉承绿色生
态种植理念袁 发展高品质农产品遥

同时袁农场创新经营模式袁生产与
市场紧紧连结在起袁使产品走向高
端市场袁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遥 去
年袁其农场经营性总收入近 200 万
元袁纯收入近 50 万元遥
潜心钻研成为野新农人冶
梁文俊说袁做农业袁光是埋头
种地也不行袁还要学会抬头看天遥
从 2016 年起袁 为进一步提高
自身素质和技术能力袁他多次外出
野充电冶袁 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袁
到福建尧台湾等地学习种茶制茶技
术袁还邀请福建和台湾师傅前来指
导遥 此外袁他远赴杭州尧海南尧珠三
角等地跑市场袁 拓宽茶叶销售渠
道袁农场制出的茶叶供不应求遥
多次参加培训开拓了梁文俊
的眼界袁他意识到袁现代农民种地
不光靠技术袁还要动脑子袁要紧跟
时代步伐遥 于是袁他利用学到的农
业知识开始改善农场基础设施袁提
高农场机械化水平袁提高了农业生
产效率遥 此外袁努力从普通农民向
职业农民转变袁不仅把种植养殖作
为自己的专业袁 更作为自己的职
业袁潜心钻研野农田经冶遥
期间袁最让梁文俊感到吃力的
是防治红橙黄龙病遥 种下红橙袁他
沉下心钻研果业技术袁到处拜师学
艺袁 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田间地
头袁他都不放过任何一次学习的机
会遥 三年多来袁从本地农业推广部
门的技术员到广东省农科院的专
家袁从田间地头干出来的野土专家冶
到下乡讲学的野大专家冶袁都成了他
的好朋友遥 近年来袁文俊农场还示
范种植了沃柑和火龙果袁改变种植
模式袁增加了经济效益遥
目前袁 其农场面积 700 多亩袁
其中种植红橙 500 多亩尧 茶叶 100
亩尧沃柑 40 亩尧火龙果 50 亩袁还经
营鱼塘 59 亩遥 辛勤的耕耘带来了

我市首个应急“大喇
叭”在十字路村响起
本报讯渊记者 陈培源冤为充分
发挥广播系统的应急作用袁 切实守
护百姓健康与生命安全袁 市融媒体
中心认真部署应急广播野村村通冶工
作遥 8 月 18 日袁我市首个应急野大喇
叭冶在石城镇十字路移民新村响起遥
当天袁在市融媒体中心主任尧市
广播电视台台长黄达栋的指挥下袁
该中心工程技术人员来到十字路村
进行应急广播设备安装调试遥 经测
试袁 该村的应急广播 渊俗称 野大喇
叭冶冤正式投入使用遥
据了解袁 应急广播除了可以让
村民收听到广播电台的新闻资讯尧
天气预报尧惠农政策尧农技知识尧用
工信息外袁当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尧突
发事件尧 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等突
发公共危机时袁 应急广播就是快捷
的讯息传输通道袁 能够在第一时间
把灾害消息或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
传递到民众身边袁 让民众及时了解
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应该如何应对尧
撤离尧避险等知识袁从而将生命财产
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遥
应急广播的另一大特点是智
能袁野大喇叭冶 里都安装了一个智能
芯片袁当遇到突发事件时袁相关授权
人员可以通过远程操控开启广播系
统遥 此外袁工作人员还可以通过互联
网实时了解各级广播运行的状况遥

市文艺工作者送文
艺演出到安铺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周沛启冤近
日袁 由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和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 野文化引
领窑乡村振兴冶送文化下基层演出活
动在安铺文化广场举行袁 为安铺人
民献上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文化盛
宴遥
作为 2020 年廉江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系列活动袁以野文化引领窑乡
村振兴冶 为主题的文艺晚会袁 把文
明尧文化送到基层袁丰富了古镇百姓
的文化生活遥 整场演出以乡村振兴
为主线袁贴合群众实际袁富有生活情
趣袁 让广大基层群众共享了文化建
设发展的丰硕成果遥
安铺镇有关领导与群众一起观
看了精彩的文艺表演遥

作家欢聚谢鞋山
妙笔著写景区美

丰硕的成果袁文俊家庭农场作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袁有效提高了农产
品效益袁增加了收入袁还解决了部
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袁增加
农民家庭收入遥
生态集约成就野大农业冶
现在袁文俊家庭农场俨然一方
天地袁 山上全是刚种下的果苗袁层
层叠叠袁山下水塘养鱼袁塘基种上
蔬菜袁层次分明又错落有致袁展现
出野桑基鱼塘冶的农业生态系统遥
2019 年袁梁文俊成立了湛江市
新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袁逐渐扩大
土地种植面积和实现规模化种植袁
压缩生产成本袁努力实现农业现代

化遥 文俊家庭农场因为生态发展袁
经营有方袁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
场遥
如今的文俊家庭农场袁山水结
合袁美不胜收遥 连绵的低矮小山头
都种满了红橙尧茶叶尧沃柑尧火龙果
等袁连片 100 多亩的红橙已经挂上
小青果袁整个园地青红满目袁引人
注目遥 野桑基鱼塘冶式的生态发展袁
集约化经营袁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
头袁已成为廉江市 600 多家庭农场
新的发展方向袁将树立标杆带动当
地现代农业发展遥
为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尧促进县
域旅游大发展袁廉江市积极鼓励特

色农业种植养殖带动休闲产业发
展的旅游新模式遥 作为乡树振兴的
物质基础袁产业兴旺发展才是支撑
乡村振兴的源头遥 梁文俊表示袁下
一步家庭农场计划扩大生产规模袁
带动更多农户种植红橙袁发展红橙
产业袁 发展绿色有机蔬菜种植袁打
造重点龙头企业曰同时袁打造农家
乐和农业观光休闲旅游品牌袁为前
来高桥镇旅游观光的游客提供一
个接触大自然尧 领略田园风光尧体
验乡土气息的好去处袁推动乡村振
兴遥
图为梁文俊在查看红橙结果
情况遥
揭英隆 摄

本报讯渊记者何江江 郑浩然冤
近日袁 市作家协会部分会员欢聚谢
鞋山袁 亲身感受景区深厚的文化底
蕴袁用妙笔著写景区秀丽之美遥
走进景区袁 清风扑面袁 鸟语花
香袁让人感受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遥
亭台楼阁尧 小桥流水为景区增添了
别样的风韵袁更有置身野天然氧吧冶
心旷神怡的感觉遥
野文章盖世袁进士高风昭日月曰
秀塔光天袁 谢鞋胜景耀河山冶野文脉
千秋袁忆石室吟诗袁荔林结社曰秀章
万卷袁看青云助足袁玉带系腰遥 冶噎噎
作家们用生辉的妙笔袁 著写华丽的
诗篇袁 赞美谢鞋山风景区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秀丽风景遥
谢鞋山风景区是我市重点打造
的旅游项目之一袁 该景区有中国内
陆唯一可考证最大的野生荔枝林袁
有明朝翰林编修杨钦荣归故里时承
蒙皇帝赐鞋一双的动人故事遥 十多
年来袁景区不断进行升级改造袁完善
各项设施袁增加新项目袁在 2018 年
完成玻璃观光桥等设施的基础上袁
去年又以明朝历史名人杨钦的故事
为主线袁修建感恩亭尧杨钦故居和明
朝古村落等景点袁 增添景区历史文
化底蕴袁致力打造生态文化旅游遥

弘扬抗疫精神,护佑人民健康。
廉江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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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轩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的位于廉江市中山四路 12
号地块的筹建项目命名为野荣

轩大厦冶遥
特此公告遥
廉江市民政局
2020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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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城南街道关垌村低山经济合
作社遗失廉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渊广东
廉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冤核发的
叶开户许可证曳袁 核准号院J5912000425903 袁
账号院80020000002345911 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良垌镇蒲苏村塞九埇村民小

组遗失廉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渊广东廉
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冤 核发的
叶开户许可证曳袁 核准号院J5912001332401 袁
账号院80020000007879889 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吉水镇大金村下塘村民小组
遗失廉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渊广东廉江

宣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冤核发的叶开
户许可证曳袁 核准号院J5912001165401 袁账
号院80020000007579976 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城镇十字路村 75 号 渊铜锣
冲村委会冤李超幸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6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