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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升治水成果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我市召开野河湖长+检察长+警长冶第一次联席会议袁完善野三长冶协作机制
本报讯 渊记者黄业 巫嘉玲冤
11 月 16 日袁我市召开野河湖长+检
察长+警长冶第一次联席会议袁总结
我市河长制尧 湖长制以及 野五清冶
野清四乱冶工作落实情况袁部署我市
野河湖长+检察长+警长冶协作工作袁
巩固提升治水成果袁推动我市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遥
林海武尧庞晓冬尧黎亦鸿尧木声
隆尧林小宁尧黄生尧韩靖等市领导袁
以及各镇渊街冤党渊工冤委主要负责
人尧河长制工作分管领导和市直有

加强政企合作
实现双方共赢
我市与中林集团雷州林
业局有限公司座谈交流
本报讯渊记者黄业 巫嘉玲冤11
月 17 日袁我市与中林集团雷州林业
局有限公司就政企合作项目对接工
作进行了座谈交流袁 进一步梳理问
题袁明确解决项目问题的时间节点袁
实现双方共赢遥 我市市委书记林海
武袁市委常委尧常务副市长黎亦鸿袁
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黄生袁副市长
林家春等市领导以及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袁 中林集团雷州林业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长尧 总经理潘松海以
及该公司各部门有关负责人等参加
座谈会遥
会上袁 林海武强调要做到同城
规划尧同步发展尧同向发力尧同心同
德和同频共振袁合理规划项目土地袁
充分利用林场改制的契机袁 把项目
规划确定下来袁 破除根深蒂固的旧
思想袁树立野大家都是一家人冶的新
思想袁建立联席会议机制袁加强双方
的沟通和交流遥 他希望大家在实现
地方与企业双赢的目标上共同发
力袁拿出足够的诚信和态度袁按照问
题清单袁逐一落实和推进遥
潘松海介绍了该公司的基本情
况袁 提出了企业转型和创新发展的
需求袁以及项目对接存在的问题等袁
希望廉江市委尧 市政府利用这次契
机袁 进一步明确解决问题的时间节
点袁使项目早日落地见效袁促进政企
双方合作袁实现双方共同发展遥

“党建引领企业
聚力、服务助推
园区发展”活动
近日举办
本报讯 渊记者 黄永沐冤11 月
16 日袁我市在廉江经济开发区举办
野党建引领企业聚力尧服务助推园区
发展冶活动袁活跃企业党建氛围袁激
发基层党建活力遥 市委常委尧组织部
长李留霖袁 以及相关职能部门领导
干部尧 廉江经济开发区各企业职工
等参加了活动遥
活动由市委组织部主办袁 团市
委尧市妇联尧司法局等部门党组织承
办袁活动项目有普法宣传尧健康知识
讲座尧 健康义诊尧 食品药品安全检
测尧质量技术服务尧网络服务等遥

关单位主要领导等参加会议遥
市委书记林海武在会上强调袁
要凝聚野一个工作共识冶袁充分发挥
河长办尧检察机关尧公安机关职能袁
助推河湖治理法治化现代化袁全面
构建具有廉江特色的平安绿色生
态水网曰要完善野一套协作机制冶袁
建立野河湖长+检察长+警长冶协作
机制袁进一步明确野三长冶工作职责
和任务分工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
用曰要解决野一批突出问题冶袁聚焦
保护水资源尧保障水安全尧防治水

污染尧改善水环境尧修复水生态尧管
理保护水域岸线及强化执法监管
等七大河长制主要任务袁严厉打击
损坏河湖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曰要
规范野一方水域治理冶袁常态化深入
推进野五清冶野清四乱冶工作袁坚持规
划引领尧试点先行尧因地制宜尧分类
指导袁 夯实河湖管理基础工作袁全
力推进流域范围内污水处理设施
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袁加大宣传力
度袁 维护全市良好的水事秩序袁为
新时代廉江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遥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庞晓冬主持
会议袁希望与会人员深刻领会会议
精神袁抓好落实袁重拳出击袁狠抓治
理袁深化协作袁凝聚合力袁更好地推
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遥
市委常委尧市政府党组成员木
声隆通报 2020 年以来全市河长制
湖长制工作情况遥
副市长尧市公安局长韩靖解读
廉江市公安机关全面推行河湖警
长制工作实施方案遥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林吴兴
传达湛江市关于建立 野河湖长+检
察长冶协作机制的指导意见袁通报
2020 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办理涉
河湖刑事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情
况遥
据了解袁今年以来袁我市各级
河湖长共巡河 13369 人次袁发现问
题 83 个袁 落实整改问题 81 个袁整
改率 97.59%遥

林海武现场办公推动“足球小镇”项目建设
本报讯 渊记者张丽 许敷冤11
月 16 日袁 市委书记林海武率队到
新民镇龙村村委会丹樟村仔袁实地
调研湛江市丹樟乡村足球小镇项
目建设情况袁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
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袁加快推动
项目建设遥
市委常委尧市政府党组成员木
声隆袁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黄生袁
副市长林家春袁以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陪同调研遥
林海武强调袁 要科学规划袁定
位高端袁追求品质袁以野生态优良尧
配套完善尧体验丰富尧特色鲜明冶为
目标袁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袁在发
展集运动健身尧休闲度假为一体的
新型旅游业的同时袁致力于展现生
活的美好曰镇尧村要形成合力袁凝心
聚力攻坚克难袁 把前期工作做好曰
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
识和大局意识袁 提升服务效率袁主
动解决阻碍项目建设进展的突出
问题袁 为加快项目建设扫清障碍袁
推动足球小镇建设提质增速遥
据了解袁野足球小镇冶 项目于
2019 年立项为省重点项目袁 项目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黄业冤
11 月 17 日袁我市召开音乐小镇项
目推进会袁听取音乐小镇项目的选
址尧 规划设计等工作进展情况袁解
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袁研究部署下一
步的项目建设各项工作袁进一步加
快推动音乐小镇项目落地建设遥
市委书记林海武袁 市委常委尧
市政府党组成员木声隆袁 市委常
委尧市委办主任黄生袁副市长林家
春袁以及市委办尧市府办尧市发改
局尧市财政局尧市自然资源局尧市住
建局等有关单位领导和项目建设
方代表参加会议遥
林海武对廉江音乐小镇总体
规划设计方案和运营方案给予高
度评价袁认为设计方案充分利用靠
近九洲江和高速公路的交通优势袁
根据水路尧陆路把整个项目一分为
二袁设计新颖尧有想法尧有创意遥 基

本报讯 渊记者张丽 陈培源冤
近日袁市委常委尧市政府党组成员
木声隆率队到九洲江河唇镇龙湖
河段进行巡河检查袁详细了解河长
制工作落实尧九洲江水质及河道保
洁等情况遥
在龙湖村委会袁木声隆一行与
河唇镇有关领导及村委会干部一

按照省委巡视工作统一部署袁省委第五巡
视组于 2020 年 10 月中旬至 11 月底袁 对廉江
市开展巡视遥按照叶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曳
及省委实施办法规定袁省委巡视组主要受理对
廉江市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尧下一级党组织领导
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
来信来电来访遥 着重发现以下问题院
一尧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袁存在违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袁有令不行尧有禁不
止袁阳奉阴违尧结党营私尧团团伙伙尧拉帮结派袁

全市矿砂资源管
理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渊记者黄业 巫嘉玲冤11
月 16 日袁我市召开矿砂资源管理工
作会议遥 林海武尧庞晓冬尧胡宁尧木声
隆尧黄生 尧韩靖等 市领 导袁以 及各 镇
渊街冤尧 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参
加会议遥
市委书记林海武强调袁 谋划要
有章法袁牢固树立野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冶的理念袁科学谋划编制我市
野十四五 冶矿砂资 源管 理工 作 袁加 快
构建长效机制曰试点要有效果袁进一
步探索完善 野采销分离冶 的治砂经
验袁 加快推进河道清淤防洪治理工
程袁推动河道采砂全面规范曰监管要
有落点袁坚持属地负责袁强化部门责
任袁落实 企业 责任 袁大 力推 行 野河 湖
长 +检 察 长 +警 长 冶协 作 机制 袁并 严
格督导问责曰宣传要有力度袁充分发
挥新闻媒体尧 社会舆论和群众的监
督作用袁加强动员和普法力度袁畅通
举报渠道袁 对群众反映的非法采砂
问题及时调查处理袁 加大案件通报
的力度袁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遥
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庞晓冬主持
会议袁 并提出了保持严厉打击震慑
态势尧 加快理顺管理机制和善于及
时总结经验等三点要求遥
市委常委尧市纪委书记尧市监委
主任胡宁袁市委常委尧市政府党组成
员木声隆袁副市长尧市公安局长韩靖
在会上发言遥

庞晓冬调研指
导市文化活动
中心项目建设
林海武一行实地调研野足球小镇冶项目建设
一期规划用地约 56 亩袁 目前已完
成项目初步规划设计袁并已投入约
50 万元进行土地平整袁 土地平整

面积 23.785 亩遥 已平整土地将用
于建设足球场尧室内游泳馆尧羽毛
球馆和足球风情街等遥 其中足球场

廖伟英 摄

预计今年 12 月底可投入使用袁室
内游泳馆预计 2021 年 4 月可完成
整体建设遥

我市召开音乐小镇项目推进会

推进会现场 李文静 摄
础设施方面也具备强大的设计能
力和运行能力袁 坚持以运营为主袁

考虑学校尧医院等配套细节袁没有
把住宅区放在江边袁高建筑也设在

市领导率队巡查九洲江
起座谈遥
木声隆指出袁要切实抓好河长
制的各项具体工作袁 落实好河湖
野清四乱冶野五清冶工作任务袁不断改

以及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等问题曰
二尧违反廉洁纪律袁以权谋私尧贪污贿赂尧
腐化堕落等问题曰
三尧违反组织纪律袁违规用人尧任人唯亲尧
跑官要官尧买官卖官尧拉票贿选袁以及独断专
行尧软弱涣散尧严重不团结等问题曰
四尧违反群众纪律尧工作纪律尧生活纪律袁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袁 搞形式主义尧官
僚主义尧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曰
五尧省委要求了解的其他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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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九洲江生态环境袁 努力打造整
洁尧干净尧优美的河道生态环境袁确
保九洲江水质稳定达标曰要经常性
地开展巡查袁切实做到真看尧真查尧

距离江边较远的地方袁设计体现浓
厚的人文内涵袁 项目可操作性强袁
运营可期遥 希望进一步强化产业支
撑袁凸显产业特色袁把产业板块更
明确地固化下来袁 更好地招商引
资袁吸引音源企业尧城市工业进驻遥
木声隆主持会议并表示袁要坚
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推动音乐
小镇建设的具体行动上来袁早日建
成野宜创尧宜业尧宜居尧宜游尧宜享冶
的广东省最具特色音乐小镇遥
会上袁项目建设方代表分别汇
报了廉江音乐小镇总体规划设计
方案和运营方案曰与会人员就如何
推进音乐小镇项目建设作了讨论
发言遥

真干曰要强化执法监督袁严厉打击
非法采砂尧废污水偷排尧河道范围
违章建筑和种植等涉河违法犯罪
行为曰要加大宣传力度袁引导流域
内群众主动参与护河行动袁自觉养
成文明生活习惯袁确保河道水环境
改善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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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拓宽巡视渠道袁广泛听取意见袁特设
立专门值班电话和信箱袁欢迎广大干部群众来
电尧来信反映情况遥
省 委 巡 视 组 设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院0759 原
6619983渊工作日上午 8院30-12院00袁下午 2院305院30冤
专门邮政信箱院广东省廉江 A011 号邮政
信箱袁邮编院524400渊省委第五巡视组收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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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黄达栋 张任东
何江江冤11 月 16 日袁 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庞晓冬在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陪
同下袁 到市文化活动中心项目建设
现场调研袁 就项目有关情况进行探
讨袁并要求该项目于今年 12 月中旬
前动工建设袁 争取早日建成投入使
用袁加快推动全市文化事业发展遥
庞晓冬强调袁 加快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已被纳入 野四个全
面冶战略布局袁市文化活动中心项目
在设计规划上要与时俱进袁 谋划好
布局袁完善配套功能袁确保能够适应
未来文化事业的发展曰 各相关部门
要密切配合袁通力合作袁按时间节点
推进项目建设袁争取早日建成使用遥
据了解袁 市文化活动中心建设
项目位于城南街道旧农机学校处袁
拟建设图书馆尧 档案馆等 野多馆合
一冶遥 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袁用地面
积 10000 平方米袁 建筑面积 35000
平方米袁是集群众文化交流尧教育尧
科普为一体的城市文化展示中心袁
是普及和提高城乡尧 社区文化的阵
地遥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拆迁和清表
工作袁正在进行地质勘察遥
该项目将我市现有公共文化服
务资源优化整合并提档升级袁 能有
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袁 保障广
大市民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权
益袁同时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尧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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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联系邮箱院廉江市委尧市人大尧市政
府尧市政协的办公楼一楼
受 理 信 访 截 止 时 间 为 2020 年 11 月 25
日遥 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袁将
按规定转由廉江市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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