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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听
取《民法典》宣
讲报告
本报讯 渊记者林达琳 张丽冤9
月 3 日下午袁湛江市叶民法典曳巡讲
活动渊廉江市尧遂溪县工商联系统专
场冤在我市罗二酒店举行袁湛江市哲
学政治经济学会会长廖东应邀前来
作叶民法典曳宣讲报告遥
湛江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尧 专职
副主席唐启云袁 廉江市委统战部副
部长尧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叶德袁遂溪
县工商联党组成员尧 专职副主席赵
伟荣袁廉江市尧遂溪县工商联系统党
员干部以及廉江市工商联所属商协
会会长和秘书长尧 第十一届执委以
及非公经济人士共 120 多人参加报
告会遥
当天下午袁廖东以叶学习宣传好
民法典尧推进民法典实施曳为题袁从
编纂实施叶民法典曳的重大意义尧叶民
法典曳的主要内容尧学习实施好叶民
法典曳 的要求等三方面进行详细解
读袁既有理论概括袁又有实践内涵袁
对工商联系统干部和民营企业家进
一步领会好尧把握好尧实施好叶民法
典曳具有指导意义遥
民营企业家纷纷表示袁 通过学
习叶民法典曳袁进一步提高了维权意
识和法律意识袁今后将自觉把叶民法
典曳 作为工作中和生活中的重要法
律依据袁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袁
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遥

我市两百名志
愿者接受培训
本报讯 渊记者林达琳 尤秋花
通讯员吴格 李桥冤9 月 4 日袁各镇
(街)团(工)委书记渊负责人冤尧实地考
察点志愿服务岗点志愿者尧 社会组
织团体志愿者共两百人接受为期一
天的志愿服务培训遥 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尧市文明办主任李辉良袁团市委
副书记张永等到场指导袁 并提出殷
切期望遥
当天袁 应邀前来授课的有全国
公益巡讲讲师团成员尧 湛江市志愿
服务联合会培训部部长尧 湛江市礼
仪协会秘书长庞晓燕袁 湛江市志愿
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尧 湛江市情
暖湛江志愿者协会会长梁佩英袁她
们分别对野i 志愿冶系统使用尧志愿者
礼仪尧志愿活动项目化尧志愿者专业
技能等进行深入浅出的阐述袁 切实
增强志愿者对志愿服务理念和工作
的认识袁提高志愿者的礼仪尧素质以
及专业服务技能袁同时袁进一步规范
野i 志愿冶系统的使用遥
志愿者纷纷表示袁 努力将学到
的知识运用到志愿服务实践中袁继
续弘扬志愿精神袁 用心用情用力做
好志愿服务工作袁 助力我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遥

良垌镇东桥村
坚持奖学助教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全可富冤日
前袁 良垌镇东桥村教育促进会举行
第十届奖学助教活动袁 对今年考取
硕士研究生以及在高考尧 中考中获
得优异成绩的该村学子进行奖励袁
不断推动该村教育事业健康发展遥
在当天的奖学助教仪式上袁教
育促进会为今年考取硕士研究生以
及在高考尧 中考中获得优异成绩的
该村学子颁发了奖励金袁 获奖优秀
学子作了经验介绍遥
据了解袁 东桥村是一条革命老
区村庄袁历来重视教育工作遥 在村干
部尧群众和乡贤等的关心和支持下袁
该村于 2012 年成立了教育促进会袁
坚持开展奖学助教活动袁 近十年共
筹集善款 40 多万元袁奖励优秀学子
200 多人袁为促进该村教育事业健康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缅怀历史

致敬英雄

我市开展走访慰问抗战老战士和抗战烈士遗属活动
本报讯渊记者林达琳 张丽冤9
月 3 日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
纪念日袁市委常委尧市政府党组成
员木声隆率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袁走访慰问我市
参加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和抗战烈
士遗属代表袁代表市委尧市政府致
以崇高的敬意遥
天地英雄气袁千秋尚凛然遥 当
天上午袁木声隆一行先后走访慰问
了抗战老战士揭广德和抗战烈士
遗属黄秀英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
情况和身体状况袁并与他们共忆烽
火岁月袁共话革命传承遥 木声隆一
行还给揭广德和黄秀英送上慰问
品和慰问金袁 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尧
家庭幸福遥
木声隆表示袁抗战老战士及抗
战烈士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袁是国家功臣尧民族英雄袁
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是激励我们前
行的强大力量袁 我们必须铭记历
史尧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袁弘扬英
雄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袁让英雄成
为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袁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全力建设宜居宜
业的北部湾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

乡村振兴
专题访谈

石城镇对预备党
员进行谈心谈话
木声隆一行向抗战老战士揭广德送上关怀和祝福 林达琳 摄
作出新贡献遥
木声隆要求袁各级党委尧政府
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关心关爱抗
战老战士及抗战烈士遗属袁力所能

及地为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袁让他们安享晚年遥
据了解袁揭广德今年 95 周岁袁
是因战六级残疾军人曰黄欣仁烈士

1943 年参加革命袁1945 年 3 月牺
牲袁黄秀英是烈士黄欣仁之女遥

寿反应特别激烈袁要求劳某仔拆除
障碍无果后袁多次向村委尧镇驻队
工作组反映情况袁后经镇驻队工作
组及村委会联合调解袁双方达成共
识袁并签订调解协议书袁由劳某仔
自行拆除占用村中道路的铁柱和
杂物袁房屋一楼东南角平台缩回至
主屋 1 米袁 正南方向缩回至 1.75
米和大门至 2.15 米袁 并按照村中
规划袁 将东边挡土墙缩至主墙 0.4
米遥 但是协议签订后袁劳某仔只是
自行拆除了铁柱袁并没有履行其他

协议内容遥 劳某寿最后将劳某仔起
诉至廉江法院遥 经法院判决袁叶调解
协议书曳是双方自愿达成的袁内容
不违反法律规定袁双方应按协议执
行遥
2020 年 2 月 25 日袁劳某寿申
请强制执行遥 廉江法院承办法官邹
晨晖到实地考察后袁考虑到双方当
事人相邻而居袁 矛盾激化严重袁希
望可以通过柔情执法的手段袁帮助
他们化解矛盾遥 在村干部的陪同
下袁邹晨晖多次深入劳某仔和劳某

寿家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袁但双方
当事人情绪激动遥 后来袁邹晨晖两
次召集双方当事人到法院进行协
商袁 向劳某仔一再阐明利害关系袁
最后劳某仔被邹晨晖的耐心和真
诚打动袁承诺会尽快自行履行判决
内容遥
8 月 25 日下午袁 该院执行局
局长李锦海带领执行局干警再次
来到该村实地查看袁确认判决内容
履行完毕袁一起棘手的纠纷终于得
到圆满解决遥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要访塘蓬镇委书记袁浩颖
要要
本报记者林达琳 张任东 何江江 郑浩然

农业强不强尧农村美不美尧农
民富不富袁 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
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
量遥 塘蓬镇如何贯彻落实好党的
十九大精神袁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钥 塘蓬镇委书记袁浩
颖表示袁因地制宜袁多措并举袁真
抓实干袁开拓创新袁扎实推进乡村
振兴遥
一是培育特色产业袁 促进农
民增收遥 该镇坚持把产业培育作
为乡村振兴的着力点袁 把产业培
育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袁 大力发
展野一村一品尧一镇一业冶项目袁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遥近年来袁该镇总
投入 860 多万元袁 培育了六环大
棚菜尧那榔莲蓬尧老屋沃柑尧坭浪
黑山羊尧木菠萝等一批产业袁壮大
村集体经济袁 为贫困户提供了就
业岗位袁 让农民共享全产业链的
增值收益袁促进贫困户脱贫增收遥
目前袁 全镇 6 条省定贫困村全部
脱贫出列袁 实现 1172 户 2842 人
脱贫袁脱贫率达到 100%遥 同时袁依
托该镇生态旅游资源丰富的特
点袁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产业遥目前袁正在打造矮车火龙
果观光扶贫基地和泰晟 野鹤舞云
山冶旅游休闲基地袁推进双峰嶂旅
游景区开发袁努力把野绿水青山冶
变为野金山银山冶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导
到新民镇市场监管所调研
本报讯渊通讯员 朱颖清冤9 月
4 日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尧
局长吴敏到新民镇市场监管所调研
市场监管工作袁 现场了解新民镇市
场监管所各个功能室配备情况及有
待解决的问题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袁 吴敏
对新民镇市场监管所提出了四点意
见袁一是严守政治纪律袁廉洁自律袁
公正执法曰 二是摸清辖区所有企业
基本情况袁分好类袁建好档曰三是掌
握监管内容袁加强索票索证管理袁建
全台账袁 规范操作流程袁 严把质量
关曰四是守住安全底线袁对高风险行
业实施重点监管袁铁腕执法袁坚决杜
绝安全事故发生遥

邻里纠纷无小事 执行法官来调解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徐忠婵冤邻
里一旦产生矛盾袁处置不好袁很可
能导致语言冲突甚至肢体冲突袁还
存在引发民转刑的隐患遥 近日袁廉
江法院调解执结一起相邻土地尧建
筑物利用关系纠纷案袁及时化解了
邻里矛盾遥
劳某寿和劳某仔两家房屋相
邻袁劳某仔在修建房屋后袁将家门
口填高作平台使用袁且用混凝土铺
上加固袁改变原来地形地貌袁造成
道路通行受阻遥 劳某仔的邻居劳某

严把质量关
守住安全线

袁浩颖接受记者采访 郑浩然 摄
二是强化环境整治袁 建设宜
居家园遥 一方面袁全力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袁 开展 野三清一
改冶尧野生活污水治理冶尧野厕所革
命冶尧泥砖房专项整治和规范禽畜
圈养等五大行动袁 建立保洁长效
机制袁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遥 大
力开展新农村建设袁 完成了 6 条

省 定 贫困 村 尧66 条 自 然 村 的 建
设袁打造了六环下江村尧矮车龙湖
面村等示范点遥 建成了路面硬化
村道 472 公里袁 集 中供水村庄
143 条尧雨污分流管网 113 公里尧
污水处理设施 48 座袁完成 102 条
村的绿化亮化工程遥
三是激发文化活力袁 提升乡

村文明遥 该镇坚持开展迎春晚会尧
野塘蓬乡村好声音冶 歌唱比赛尧送
戏下乡等活动袁 丰富广大村民的
文化生活袁培育文明乡风尧良好家
风尧淳朴民风遥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尧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尧农家
书屋尧村级文化活动室尧塘蓬诗社
等载体袁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遥 努
力建立和完善农村文化设施袁建
成了 17 个村级文化广场袁镇文化
广场正在建设中袁 镇文化站正在
申报特级站袁 焕发乡村文明新气
象遥
四是夯实党建基石袁 规范乡
村治理遥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袁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袁
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
范作用袁 激发村民在乡村治理中
的主体作用袁 凝心聚力袁 众志成
城袁 全力推动产业发展尧 环境整
治尧乡风塑造尧脱贫攻坚袁确保乡
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遥
新时代新担当袁 新征程新作
为遥 袁浩颖表示袁广大农村是放飞
梦想的广阔天地尧 大有作为的逐
梦沃土袁该镇将在市委尧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袁一年接着一年干袁奋
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篇
章遥

本报讯 9 月 4 日袁 石城镇党
委对今年新吸收的 8 名预备党员进
行谈心谈话袁 重点了解预备党员的
入党动机尧 对党的基本理论知识掌
握情况和近期的思想动态尧 工作学
习情况等遥
该镇有关领导指出袁 成为预备
党员尧转为正式党员袁对于每个忠诚
向党靠拢的同志来说袁 都是一个关
键的时间节点袁 是个人表现得到组
织上的认可袁 更是人生前进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遥 每名预备党员都要按
照野忠诚干净担当冶的要求去规范自
己袁 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做到
旗帜鲜明讲政治袁善于学习多积累袁
对党忠诚敢担当袁修身正己树形象遥
渊石城镇党政办冤

廉江渔政大队
开展水生野生
动物保护专项
执法检查行动
本报讯 渊记者陈一栋 张任东
郑浩然冤为进一步打击非法捕捉尧经
营利用尧 违规交易水生野生保护动
物等违法违规行为袁9 月 3 日袁廉江
渔政大队组织执法力量袁 开展水生
野生动物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执法检
查行动遥
此次执法行动重点对各沿海镇
农贸市场水产品交易区尧 乡村饭店
酒楼和大排档进行拉网式检查袁共
检查农贸市场 3 家尧酒楼 6 家尧大排
档 8 家袁 均未发现有非法经营利用
水生野生动物等违法违规行为遥
行动中袁 执法人员还将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宣传资料送到经营者手
中袁 要求经营者自觉抵制买卖和食
用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袁树
立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意识和法律
观念袁规范水产品经营行为遥

健康扶贫惠民生
免费体检暖民心
本报讯 渊记者高超 通讯员钟
自斌 陈俊任冤近日袁团市委联合市
人民医院开展野两帮两促冶乡村青少
年体质健康促进行动袁 为相对贫困
家庭子女共 76 人进行免费体检遥
此次体检包括口腔尧 视力尧听
力尧心尧肺尧体格检查尧腹部等项目袁
并为相对贫困青少年提供脊柱侧
弯尧先天性心脏病尧视力障碍等特定
疾病初步筛查与建立健康档案袁为
他们提供生活健康指导意见遥

招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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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2010页21 号冤尧叶湛江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管
理暂行办法曳渊廉财资也2019页27 号冤要求袁经研究决定袁廉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位于廉
江市车板镇新兴路 2 栋 6 间铺面尧安铺镇建设大道 1 间铺面曰廉江市石颈镇西街 1 间
铺面曰廉江市中山三路 35 号 1 栋第一层的 4 间铺面曰总共 12 间铺面进行对外公开招
租袁有意者请于 2020 年 9 月 4 日至 2020 年 9 月 11 日(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正常上班
时间到廉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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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地址院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市中环二路 154 号
联系人院吴铸霖 联系电话院0759-6686228
廉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9 月 3 日

遗
失
廉江市昌盛电器厂渊银行账号院820001230900003941
冤遗失广东南粤
声
银行廉江支行核发
支 票 10 张 袁 号 码 为 院3130443015580027 要
明
3130443015580032 袁3130443028392313 要3130443028392316 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颈镇白泥村南队 18 号钟桂清遗失廉江
市公安局签发户口簿一本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颈镇蒙村村民委员会下蒙村 32 号连观
胜遗失廉江市公安局签发户口簿一本袁声明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