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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
我市首个诉源治理工作站和首个以法官个人命名的调解工作室挂牌成立
本 报 讯 渊 通讯 员 徐 忠 婵 冤10
月 16 日袁野安铺镇诉源治理工作站冶
野小新调解工作室冶揭牌仪式在安铺
镇政府举行遥 市委副书记尧政法委书
记袁华新袁市政协副主席尧市人民法
院副院长戚月袁 市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尧 院长陈梦敦等领导共同为工作
站和工作室揭牌遥
袁 华新 强调 袁作 为野党委领 导 尧
政府支 持尧政法 委牵 头尧多 方参 与冶
的诉源治理工作平台袁 工作站全体
工作人员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
指导袁增强工作责任感袁加强协调联
动袁建立多元随机联动调解机制袁要
及时总结调解经验袁完善工作机制袁
最终建立一种按法治框架解决纠纷
的正确导向遥
陈 梦 敦 指 出 袁野 小 新 调 解 工 作
室冶的成立袁是让优秀法官成为社会
传 递司 法正 能量 的野代言 人冶袁也 是
市人民法院践行司法为民尧 提升人
民群众对司法工作满意度尧 认同感
和获得感的重要举措袁 更有利于进
一步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便
捷尧更优质的司法服务遥
揭牌仪式结束后袁 袁华新一行

交流学习共发展
恩平市政协组团到廉考察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 龙伟华冤10 月
21 日袁恩平市政协副主席余超群一
行在我市政协副主席林炳坤等的陪
同下袁 到廉江市人民医院考察人才
队伍建设和医疗设施配置等情况遥
在座谈会上袁 双方就医疗卫生
人才政策尧 医疗职称评聘等方面工
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袁互相学习尧互相
促进袁 共同推进两地卫生事业高质
量发展遥
一直以来袁 我市高度重视医疗
人才队伍建设袁把积极引进人才尧培
养人才尧 储备人才作为加快发展卫
生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袁 同时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袁 提高对医疗卫生人
才的吸引力遥 目前袁全市医疗事业单
位有卫生技术人员 4187 人袁其中在
编卫生技术人员研究生 11 人袁本科
805 人袁 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正高 32
人袁副高 181 人遥

我市开展“敬老
慰问活动
月”
本报讯 渊记者 龙伟华冤10 月
19 日袁我市组团开展野敬老月冶慰问
活动袁 给老年人送去节日的祝福和
市委市政府的深切关怀遥
市慰问团先后到罗州街道尧城
北街道走访慰问贫困尧高龄尧独居尧
空巢尧失能等老年人袁给他们带去党
和政府的关怀袁 并详细询问他们的
家庭生活情况和身体健康状况袁了
解他们的困难和诉求袁 叮嘱老人要
保重身体袁保持乐观的心态袁有困难
及时向社区反映遥

察看了诉源治理工作站和调解工作
室的工作制度尧硬件设施等袁并召开
座谈会袁 就诉源工作站和调解工作
室的工作开展作进一步部署遥
据了解袁野安铺镇诉源治理工作
站冶的设立袁旨在主动融入社会矛盾
纠 纷多 元预 防调处 化 解综 合 机 制 袁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法律服
务袁着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尧解
决在当地袁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
会矛盾袁 为推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
新格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遥
野小 新调 解工作室 冶由 野全 国 优
秀法官冶野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冶 等荣
誉称号获得者徐小新开展案件调
解 袁达 到一 对一法 律专 家野坐诊 冶的
效果遥 工作室联合当地司法所尧派出
所尧 乡镇综治办等部门和单位共同
开展工作袁 将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法
律咨询尧 纠纷分流尧 联系社区 渊村
组 冤尧 调 解 指 导 尧 多 元 解 纷 尧 司 法 确
认 尧诉 调对 接尧速裁快 审等 工作 袁为
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野一站式冶
服 务袁努力 实现野小事 不出 村袁大 事
不出镇袁矛盾不上交冶遥

我市首个诉源治理工作站和首个以法官个人命名的调解工作室挂牌成立 徐忠婵 摄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举办 2020 级新生开学典礼
本报讯 渊记者张丽 何永雄
通讯员钟文冤10 月 21 日袁 广东文
理职业学院举办 2020 级新生开学
典礼遥 市委常委尧市政府党组成员
木声隆袁广东文理职业学院董事长
宣承志袁以及该院相关领导尧教师尧
新生等参加开学典礼遥
木声隆在讲话中指出袁教育事
业关系民族兴旺尧人民福祉和国家
未来袁市委尧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袁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袁将
一如既往地支持文理学院的工作袁
关注文理学院的发展袁搭建更加广
阔的平台袁 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袁
共同开创廉江教育事业新局面遥
宣承志表示袁董事会将为学院
教育教学提供有力的保障袁做好满
意的后勤服务袁打造优良的办学环

境袁把学院建成绚丽多姿的生态园
林式校园遥 加强与国外知名大学的
合作袁 学习他们先进的办学理念袁
不断引进教学科研人才和知名的

校 15 年以来袁围绕野培养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袁 努力达到全国知名尧全
省一流的品牌职业大学冶 这一目
标袁为广东和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培
养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职业人
才袁 受到社会广泛赞誉袁 学生尧家
长尧社会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遥 据
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发
布的 叶广东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报
告曳显示袁该院应届毕业生自主创
业率达 9.66%袁 排名全省第一曰毕
业生就业率达 98.11%袁 排名全省
第三遥 在去年的广东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上袁 该院一举斩获 30 个奖
项袁 在广东职业教育界树起了标
杆遥
图为广东文理职业学院新生
开学典礼现场遥
张丽 摄

专家教授尧博士尧博士后等高级人
才袁致力打造全省一流品牌职业院
校遥
据了解袁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办

涯歌调音乐剧《红橙奇缘》开始排演
本报讯 渊记者尤秋花 黄永
沐冤10 月 20 日袁我市大型原创涯
歌调音乐剧叶红橙奇缘曳在市老干
活动中心正式开始排演遥 市委常
委尧宣传部长关维荣袁以及市委宣
传部尧市教育局尧市文广旅体局尧
市融媒体中心等部门相关领导袁
城区部分学校校长到现场观看排
演袁并提出意见和建议遥
关维荣指出袁 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叶廉江涯歌曳在我市客家地
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尧 独特的魅力
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袁 是表现和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遥 参
演的演员要珍惜机会袁认真学习袁

专心排练袁用心用情用功把叶红橙
奇缘曳打造成一部精品力作遥 同时
希望国家尧省级优秀编剧尧导演尧
一级演员予以悉心指导袁 为我市
培养一批艺术骨干人才遥
据了解袁叶红橙奇缘曳 是一部
反映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工作
中袁 带领村民种橙致富的原创涯
歌调音乐剧遥 剧本有现代故事与
古代故事两条主线袁 以感人的古
代尧现代故事袁突出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伟大实
践袁 歌颂年轻一代党员干部实干
兴邦的伟大情怀袁 并大力宣传廉
江传统文化和产业文化遥

市领导到基层
上专题党课
本报讯 渊通讯员全可富 彭准
禤银燕冤10 月 19 日袁市委常委尧常务
副市长黎亦鸿到良垌镇中塘村委会
兴旺农业合作社袁 为基层党员上了
一堂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三卷专
题党课遥 市府办尧市总工会以及良垌
镇相关领导袁良垌镇中塘尧象路尧洪
村等村委会的党员干部代表聆听了
党课遥
党课上袁黎亦鸿以野聚焦乡村振
兴与高质量发展冶为题袁解读叶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三卷的核心内容尧
总体框架尧政治理论和实践创新袁并
对良垌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
具体的要求遥
黎亦鸿指出袁 乡村振兴战略是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袁
是新时代野三农冶工作的总抓手袁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 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
务遥 要高度重视袁以党建为引领袁攻
坚克难袁共同推进乡村振兴发展袁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砥砺奋进遥
良垌镇委书记刘明宇表示袁要
以这次党课为契机袁 发挥党员干部
带头作用袁掀起学习新高潮袁深入学
习领会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曳第三卷
的精髓和要义袁 学懂弄通做实新思
想袁更好地用新思想武装头脑尧指导
实践尧推动工作袁为廉江乡村振兴和
高质量发展贡献良垌力量遥

关心下一代工作
座谈会近日召开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 通讯员
何开明冤10 月 20 日袁市关工委召开
关心下一代工作座谈会袁 总结今年
前三个季度的工作情况袁 部署开展
纪念市关工委成立 20 周年活动尧以
及 2021 年与关工委工作相关的杂
志发行工作遥
市关工委主任蔡中舫袁 以及市
关工委常务班子领导袁各镇渊街冤尧市
直关工委尧 廉江经济开发区关工委
主任以及关工委成员单位主要领导
等参加了座谈会遥
蔡中舫充分肯定了各级关工委
和成员单位今年开展关心下一代工
作取得的成绩袁 同时希望各级关工
委同心协力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袁努
力完成今年各项工作任务遥
会上袁 市关工委常务班子领导
分别就各自分管的工作作了总结袁
提出了下一步工作要求曰 各单位关
工委主任和关工委成员单位主要领
导分别作了发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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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野粤工惠冶APP 实名认证呢钥

野粤工惠冶是什么钥

渊可微信扫描上方二维码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下载冤

野粤工惠冶APP 是以野链接资
源尧赋能基层尧服务会员冶为宗
旨袁是广东省总工会为服务各级
工会和会员建设的普惠平台袁既
为各级工会提供机构搭建尧资讯
发布尧 服务和活动管理等平台袁
也为会员提供一体化尧全方位的
工会专属服务遥 我市野粤工惠冶平
台目前已登记加入基层工会组
织 230 个袁 会 员人 数 达 19835
人袁您是其中一员吗钥 快加入我
们吧浴

使用野粤工惠冶有什么好处呢钥
1.湛江普惠院立足本土袁
了解职工所需袁 吸引本地特
色商品商家进驻袁 向我市工
会会员提供本土品牌尧 本地
特色旅游普惠服务遥 更与第
三方合作袁开设野南粤院线冶
野粤工趣旅冶野京东专区冶等服
务袁 以专属优惠价格为工会
会员提供特惠电影票尧 精选
旅游路线尧优惠产品和礼包袁
实现衣食住行全覆盖浴
2.职工书屋院各种畅销

读物尧最新期刊尧精品听书应
有尽有浴 你可以便捷尧快速地
找到需要的读物袁 还可在资
讯页面袁 刷到更多职工书屋
的最新消息浴
3.求学圆梦院提供学历
报读尧 技能提升尧 行业培训
等袁野粤工惠冶 积极为职工素
质提升搭建平台袁 点亮求学
前行路袁 助推你成为 野追梦
人冶浴
4.搜狗 Ai 律师院遇纠纷袁

想维权袁找律师浴 野粤工惠冶开
通了法务咨询平台袁 会员可
通过野搜狗 Ai 律师冶实现职
工法律难题秒问秒答遥
5.健康管家院采取日常健
康管理到就医特权的健康管
家运行新模式袁 内容涵盖预
约挂号尧 健康专线尧 免费咨
询尧智能导诊尧百科视频尧体
检报告解读尧 每日健康资讯
特权等数十项健康就医服
务袁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遥
渊具体入会登记事项可咨询廉江市总工会组织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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