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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廉举行

本报讯 渊记者 郑浩然冤 近年
来袁石角镇大力推进文化振兴袁推介
宣传旅游资源袁树立野山水石角尧养
生福地冶的旅游品牌袁助推当地群众
脱贫奔康遥
有着近百条革命村庄的石角
镇袁大力挖掘整理当地红色资源袁打
造山底和三合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袁
建设了山底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电教
室尧宣誓广场等袁还自编自导拍摄湛
江市首部红色革命教育纪录片 叶从
山底出发曳遥
今年袁 该镇对展馆和红色教育
纪录片拍摄基地进行了修缮袁 建成
了山底区人民政府成立革命纪念
馆袁建设了油菜花观光基地尧乡间水
车尧 客家山歌对歌台尧 革命烈士塑
像尧城墙等旅游景点遥

本报讯渊记者林达琳 何永雄 通讯
员钟文冤10 月 16 日袁2020 年湛江市退役
军人专场招聘会在广东文理职业学院举
行袁招聘会提供 3268 个就业岗位袁有 316
人与企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遥
当天上午袁由湛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尧 湛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袁广
东文理职业学院尧湛江市就业服务管理中
心尧湛江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承办的招聘
会袁 吸引了 600 名退役军人前来应聘袁上
海宝钢气体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尧湛江国
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等 105 家用人
单位进场设摊招聘袁为用人单位与求职者
提供了双向选择平台遥 据了解袁这 105 家
用人单位来自珠三角和湛江各县 渊市尧
区冤遥
退役军人唐颖表示袁有关部门组织退
役军人进行为期五天的培训袁使他们深入
了解就业创业政策袁 树立了正确的择业
观袁并掌握了相关技能袁她会将部队的优
良作风带到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遥
退役军人陈成建高兴地说袁通过这个
平台选择了心仪的工作岗位袁与广州广电
城市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初步达成就
业意向遥
招聘企业负责人表示袁退役军人整体
素质较高袁这是他们最看重的地方遥
招聘会现场还设政策咨询处袁为退役
军人提供就业创业相关政策咨询服务袁发
放就业创业相关政策宣传册遥

青平镇开展“听
党话、感恩党、跟
党走”宣讲活动
退役军人积极报名应聘 林达琳 摄

粤桂两地联防联治
携手保护鹤地水库
本报讯渊记者 李廷赋冤近日袁
由雷州青年运河管理局牵头袁湛江尧
廉江两级公安部门联合广西博白尧
陆川执法部门组织 85 人的巡查组袁
对鹤地水库库区渊广西境内冤开展巡
查执法遥
执法人员先后进入博白县文
地尧陆川县古城等区域袁开展水上尧
陆地和空中无人机巡逻检查袁 收集
相关证据信息袁 进一步巩固治理非
法采砂成果袁 有效地保护库区生态
环境安全遥
执法行动结束后袁 粤桂两地召
开联防联治工作会议袁 就确保鹤地
水库环境优质尧用水安全达成共识遥

横山镇大力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讯渊记者 张任东冤今年以
来袁 横山镇以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为导向袁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袁为乡
村振兴挖掘潜力遥
自开展野人居环境整治冶专项工
作以来袁该镇共拆除危旧房尧废弃猪
牛栏尧露天厕所尧乱搭乱建违章建筑
等 23 万多平方米袁清理农村生活垃
圾 4900 多吨袁清理禽畜粪污等农业
生产废弃物 3000 多吨袁清理村内沟
渠 150 公里袁提升了人居环境袁刷新
了乡村颜值袁 为促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奠定了基础遥

高桥镇开展安全
生产、防灭火培训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吴志一冤近
日袁高桥镇委尧镇政府邀请湛江市消
防火咨询中心教官前来进行安全生
产尧防灭火培训宣传遥 该镇安全委员
会全体成员袁各中小学尧幼儿园负责
人袁各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了培训遥
培训课上袁 学员们学到了日常
生活尧工作用电尧电瓶车充电尧手机
充电等方面的防灭火知识袁 以及如
何使用逃生器械尧灭火工具袁认识到
日常防灭火意识培养尧 防火预备设
施配备的重要性袁 特别是防盗网开
逃生窗的必要性遥

李国森袁 男袁 现年 7 岁袁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在廉江市石龙
村路由李越尧 庞小燕夫妇拾养遥
现登报寻找其亲生父母亲袁自登
报之日起 60 天内其亲生父母亲
或其监护人凭身份证和所在单
位或村居委会证明与李越联系
认领遥
联系人院李越
联系电话院13702682567

石角镇挖掘红
色资源助奔康

用诚信铸造品牌
鹏港：
本报记者 温鹏
在廉江市鹏港混凝土有限公
司渊以下简称廉江鹏港公司冤办公
大楼门口墙壁的野鹏港精神冶牌子
明显写着野品质为先袁诚信为本冶
八个大字袁彰显了公司追求品质尧
讲求诚信的企业精神遥
廉江鹏港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 袁2010 年 10 月 28
日正式投产袁 是当年市政府招商
引资的重点项目之一遥 公司占地
面积 100 亩袁 主要生产尧 销售优
质尧高强度的商品混凝土袁拥有目
前同行科技领先的混凝土生产
线袁配备先进尧高效的泵送设备及
充裕的配送车辆袁 现有六条 3 立
方的生产线袁 年产量达 180 万立
方遥
混凝土是当今社会最大宗的
人造材料袁 也是最主要的建筑材
料遥 随着工程要求的不断提高和
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袁 混凝土使
用量越来越大袁 混凝土的强度等
级尧防水等级尧耐久性要求也越来
越高袁 分散落后的现场混凝土生

本报讯渊通讯员吴日凤 黄玉
彩冤10 月 15 日晚上袁 和寮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组织 40 多名女性袁
在镇政府举行以 野提升女性魅力
促进家庭幸福冶为主题的女性形体
礼仪培训活动遥

产方式已难以满足现代工程建设
技术进步的发展要求遥 在这种情
况下袁 廉江鹏港公司以一种新的
混凝土生产方式袁 将组成混凝土
的原材料集中在工厂预拌形成混
凝土拌合物运送至施工现场袁因
其技术含量大尧质量稳定尧生产效
率高袁 而且有利于环境保护等优
点袁市场需求量十分巨大遥
为在市场中站稳脚跟袁 拥有
更大的市场份额袁 为经济社会建
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袁 公司自成立
以来十分讲求诚信袁注重质量袁一
向以野守合同尧讲诚信尧重服务冶为
宗旨袁 公司产品已通过了相关质
量体系认证遥 对于生产的混凝土
产品袁特别是水泥尧砂石尧外加剂尧
粉煤灰等原材料袁 公司务必按照
行业标准要求进行采购袁 配备混
凝土袁 混凝土出厂合格率达到
100豫遥 同时袁公司随时派出技术
人员到客户施工现场进行跟踪指
导袁 保证作业安全袁 完成施工任
务袁并做好售前尧售中尧售后全天

感的音乐袁全体会员们一起进行了
现场礼仪展示遥 此次活动袁从女性
形体礼仪上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

文明风采袁 提升了和寮女性的魅
力袁 增强了她们的自信心和幸福
感袁促进了文明和谐和寮的建设遥

揖建议铱在廉江市东环大道与新
屋仔村交界处的十字路口安装正规
红绿灯
王先生反映袁 廉江市东环大道
与新屋仔村交界处十字路口摆放的
临时红绿灯太矮袁非常不合理袁存在
极大的安全隐患袁 过往车辆的司机
因为视线受阻看不到红绿灯袁 一不
小心就会发生车祸袁 希望相关部门
尽快在该处安装正规红绿灯遥
廉江市公安局回复院 市民反映
的情况廉江市公安局已收悉遥 东环
大道五大路口安装交通信号灯已经
完成招标流程袁 目前该项目已经进
入施工阶段袁 我局交警科技中队将
继续加强与施工单位联系袁 加快推
进施工进程遥
揖举报铱廉江市吉水镇老锅厂路
的自来水发黄
钟先生是廉江市吉水镇老锅厂
路渊靠近吉水镇中心小学冤的居民袁
其反映该片区自来水发黄袁 水质非
常差袁且该情况已存在一个月袁希望
有关部门尽快核查处理遥
吉水镇回复院 尊敬的钟先生您
好袁你的诉求吉水镇已收悉遥 关于我
镇自来水问题袁我镇镇委副书记尧镇
长陈锐已经多次跟自来水公司协
商袁寻求解决办法遥 现在已向廉江市
水务局申请袁 将我镇自来水立项纳
入自来水净化工程袁 全套净化设施
正在抓紧时间安装袁 很快就会正式
启用遥 目前我镇正采用临时补救措
施袁保障每天 4-6 小时水质净化遥

秋天袁 是一个金色的季节遥
时下袁吉水镇良山村的水稻渐趋
成熟袁农村周边田园呈现出淡淡
的金黄色遥 从空中俯视袁九洲江
蜿蜒而过袁民居尧河流尧稻田勾勒
出一幅美丽的秋日乡村画卷袁美
不胜收遥
陈增景

由于成绩显著袁 公司目前已
成为湛江市建筑节能协会副会长
单位曰2010-2019 年连续十年获
得野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冶称
号袁2012-2014 年被廉江市政府
评为野优秀民营企业冶曰2010-2019
年共上缴利税 7700 多万元袁其中
2013 -2019 年 连 续 七 年 成 为 市
野企业纳税大户冶袁2017-2019 年
连续三年上缴利税均超千万元曰
2018-2019 年度被评为中国混凝
土行业优秀企业遥 肖庆辉 20182019 年度被评为中国混凝土行
业优秀企业家遥
面对取得的成绩袁 肖庆辉十
分谦虚袁他说院野对于今后的发展袁
我们公司始终坚守耶品质为先袁诚
信为本爷的理念袁经营好自己的产
品袁继续开拓扩大市场袁满足广大
客户的产品需求袁 为推动廉江经
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建筑行业的发
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遥 冶

和寮女性展示形态礼仪魅力
活动邀请了资深礼仪老师开
讲袁传授妇女们正确的形体礼仪及
精神状态袁选取欢快而又富有节奏

乡村秋景
美如画

通讯员

候服务袁让客户满意遥公司因为注
重诚信经营袁 在客户回访记录中
评价良好袁没有出现不良记录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袁 廉江
鹏港公司凭借雄厚的技术力量尧
精良的装备尧 管理严格的队伍和
不断完善的管理体系袁 积极为我
市多个大楼盘及重点工程项目提
供优质的商品混凝土及服务袁特
别是公司积极参与汕湛高速廉江
段尧玉湛高速廉江段尧中铁十八局
廉江段铁路工程尧 中铁二十局廉
江段工程和廉江要要
要湛江引水工
程渊廉江境内冤等重大工程项目的
建设袁为其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袁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袁 大大提高我市商品混凝土施
工的技术水平遥
野优质的产品袁完善的服务袁
一直是我们对客户郑重的承诺袁
我们始终坚持耶质量第一袁服务第
一爷的发展理念袁生产产品袁回馈
客户袁服务社会遥 冶公司董事长肖
庆辉这样对记者说遥

本报讯渊通讯员 黄维冤近日袁
青平镇组织镇干部到青山脚村开展
野听党话尧感恩党尧跟党走冶宣讲活
动袁与广大村民一起感受野跟党走冶
带来的明显成效遥
在村场文化广场的党建文化长
廊上袁 青平镇党委干部与青山脚村
全体村民共同观看和回顾了新时
代尧 新农村建设以来青山脚村的高
速发展历程袁 分享青山脚村产业致
富带来的喜悦遥
近年来袁 青山脚村在镇党委政
府的支持和指导下袁 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袁以产业兴村袁大力发展荔
枝袁 目前全村荔枝种植面积达 2600
亩袁每年总收成高达两三百万斤袁村
民收入全面提高遥
现在袁青山脚村铺设了 10 公里
硬底化村道袁建起了文化广场尧党建
文化长廊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大道袁山清水秀袁生态富裕袁将青
山脚村打造成为湛江地区新农村建
设示范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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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石岭镇横
头 坡 村 18 号 蔡 其 牡
遗失廉江市公安局签
发户口簿一本袁 声明
作废遥
廉江市南兴一街
三 横 巷 23 号 201 房
麦志和遗失廉江市公
安局签发 身份证袁声
明作废遥
廉江市建设南一
横 巷 东 41 号 钟 佳 遗
失廉江市公安局 2007
年签发身份证袁 声明
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