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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办领导干部
法治专题培训班
本报讯 渊记者 郑浩然冤11 月
16 日袁我市举办领导干部法治专题
培训班袁 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法律
责任和执政能力遥
副市长尧 市公安局长韩靖参加
活动并指出袁 今年既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袁 也是加快建设
法治政府的关键时期袁各镇渊街冤尧各
部门要紧紧围绕 2020 年基本建成
法治政府的目标任务袁 以更加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尧 更加求真务实的
工作作风袁凝心聚力袁砥砺奋进袁开
拓创新袁 确保完成今年法治政府建
设的各项目标任务袁 在法治政府建
设上迈出新的更大步伐遥
市司法局长林伟通报了领导干
部学法用法和镇渊街冤综合执法工作
情况遥
市司法局副局长郑风为与会人
员上行政辅导课曰 市司法局公职律
师邱家曼解读 叶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暂行条例曳遥

河唇镇传达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罗胜娜冤近
日袁 河唇镇召开传达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干部大会袁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以及
省委贯彻落实意见的会议精神遥
会议强调袁 全镇党员干部要紧
抓 2020 年剩下的时间袁 拿出真招尧
实招尧硬招尧高招袁将问题一个个解
决袁将矛盾一个个化解袁将目标一个
个完成袁 确保全镇各项工作任务按
时按质完成遥

长山镇举行防
诈骗知识讲座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揭业彬冤近
日袁长山镇综治办尧司法所尧团委尧禁
毒办尧 派出所等相关部门联合在该
镇第二中学尧 第二小学举行防诈骗
知识讲座袁 提高学生预防网络诈骗
的能力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袁维护校
园安全稳定遥
这次知识讲座运用丰富的素材
和案例袁 直观简明地向学生讲解电
信诈骗尧 网络诈骗以及青少年如何
防止电信诈骗等知识袁 进一步增强
学生自我防范意识袁 提升抵制各类
网络诈骗犯罪的能力遥

吉水镇开展反电信
诈骗暨平安建设、
禁种铲毒宣传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宋柳婷冤11 月
17 日袁 吉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
合该镇综治办尧派出所尧禁毒站袁到
梧村垌小学开展反电信诈骗暨平安
建设尧禁种铲毒宣传活动遥
活动中袁 工作人员派发宣传小
册子袁 重点讲解电信诈骗以及毒品
对一个家庭的危害袁 向学生们列举
在生活中遇到的常见案例袁 以案说
法袁提高学生自身防范意识遥

“利器”显神功 调解快准好
廉江市人民法院首次利用广东法院诉讼服务网调解案件袁用时仅 10 分钟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徐忠婵冤近
日袁廉江市人民法院首次利用广东
法院诉讼服务网在线调解平台袁成
功调解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袁并达
成调解协议袁用时仅 10 分钟袁双方
当事人均在该平台上签字确认袁办
事省心省力遥
2020 年 2 月 15 日袁被告吴男
士驾驶轿车在廉江市行驶时袁与同
向前方的原告罗女士驾驶的二轮
电动车发生碰撞袁 造成两车损坏尧

罗女士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遥 廉江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交通事故
认定书袁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
责任遥 后因被告吴男士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公司没有赔付原告罗女士剩余的
4.2 万元损失费袁 罗女士于是向廉
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遥
廉江市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
助理韦丽珍在了解案情后袁考虑到
案情相对简单袁当事人对事实认定

及证据均无异议袁 双方愿意调解袁
但由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的委托
诉讼代理人身处外地袁并提出赶回
来参与案件调解很有困难遥 韦丽珍
于是尝试利用广东法院诉讼服务
网在线调解平台袁组织双方进行在
线调解袁并在调解前耐心指引当事
人如何使用该平台遥
调解当天袁韦丽珍在线主持调
解袁当事人利用手机视频语音参与

调解尧发表意见遥 最终袁双方当事人
各退一步袁协商一致袁由被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公司一次性支付 3.1 万元给
原告罗女士袁双方当事人通过手机
核对调解笔录无异后袁 在线签名袁
整个调解过程仅用时 10 分钟遥
调解后袁双方当事人对广东诉
讼服务网线上调解给予高度肯定袁
认为足不出户解决纠纷袁既提高调
解效率袁又节约了诉讼成本遥

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
书法公益活动走进良垌镇石埇小学
本报讯 渊记者黄永沐 通讯
员全可富冤近日袁野全民学书法窑写
好中国字冶 公益活动走进良垌镇
石埇小学袁 弘扬我国优良传统文
化袁营造热爱国粹尧热爱书法艺术
的校园氛围遥
活动中袁 书法家跟石埇小学
近百名师生互动交流袁 现场讲解
规范字的书写要领袁 手把手示范
正确的握笔姿势和基本笔画书
写袁并现场挥毫袁为师生赠送书法
作品遥 通过当天的活动袁大大增强
了孩子们的书法练习信心袁 熏陶
孩子们的艺术情操遥
学生纷纷表示袁 他们很喜欢
写毛笔字袁以后会好好练习袁争取
写得像老师一样好袁 写一手漂亮
的中国字袁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
国人遥
据了解袁野全民学书法窑写好
中国字冶 公益活动由湛江市全晋
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牵头主办遥 该
公司将在学校办学生书法公益学
习班袁 下一步还会组织联合书法
名家将书法进企业尧进社区等袁让
更多的老百姓写好中国字遥

廉江市关工委成立 20 周
年光荣历程系列报道

本报讯渊记者龙伟华 揭英隆冤
11 月 13 日袁市关工委在廉江中学尧
市一中尧市七小尧市十九小举行野中
华魂要要
要科技托起中国梦冶赠书尧读
书活动遥
市关工委尧 市教育局关工委有
关领导袁龙健集团尧华强集团相关负
责人袁 受赠学校有关领导和师生代
表参加了活动遥
市关工委主任蔡中舫指出袁开
展野中华魂要要
要科技托起强国梦冶主
题教育活动是关工委工作的重要内
容袁希望更多野五老冶尧关工志愿者和
青少年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袁 营造
野爱读书尧读好书尧会读书冶的社会氛
围遥
各受赠学校校长表示袁 要以关
工委赠书为契机袁强化领导袁加大措
施袁进一步推进野中华魂要要
要科技托
起强国梦冶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展遥

市委第五巡察组
巡察石颈镇村（社
区）党组织工作
本报讯渊通讯员 江治和冤按照
市委巡察工作的统一部署袁 市委第
五巡察组近日对石颈镇村渊社区冤党
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开展集中巡
察遥 市纪委副书记尧监委副主任尧市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钟郁明袁
市委第五巡察组全体成员袁 以及石
颈镇领导班子成员尧村渊社区冤支部
书记等参加会议遥
市委第五巡察组组长全杰强通
报巡察内容尧方式等袁并提出了明确
要求遥
石颈镇委书记陈波代表该镇被
巡察村渊社区冤党组织作表态发言遥
老师在教学生写毛笔字 李金丹 摄

托起罗州明天的希望

要罗州街道关工委关爱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工作纪实
要要
本报记者揭英隆 通讯员何开明

近年来袁 在市关工委和罗州
街道党工委尧 办事处的正确领导
下袁 罗州街道关工委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上级关工委指示精神袁 紧紧围绕
创建野五好冶基层关工委条件和要
求袁积极努力工作袁用大爱和智慧
共同关爱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袁
用有力的双手托起罗州明天的希
望遥
领导重视 健全机构
罗州街道党工委十分注重关
工委工作袁 把关工委工作摆上议
事日程上来抓袁 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来抓遥 罗州街道党工委书记李
辉主动为关工委工作排忧解难袁
在健全街道关工委领导班子机构
的同时袁 认真抓好各社区居委会
的关工委组织建设遥
目前袁该街道 10 个社区全部
健全了关工委组织袁 并给予经费
支持袁 确保关工委老同志补贴有
保障尧办公有场地尧活动有经费遥
帮扶助学 倾力关爱
该街道关工委通过上门走
访尧 到市民政局和市公安局查询
等方式袁 了解掌握全街道各居委
会的孤儿尧特困户尧单亲家庭及吸
毒人员的基本情况袁 并将掌握的
这些信息装订成册袁 跟踪关注这
些特殊群体的动态袁 为他们提供

市关工委深入开
展“中华魂”主题
教育读书活动

必要的帮助遥
当了解到南街社区 12 岁儿
童黎某鑫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在
家时袁 街道关工委立即联合社区
干部展开帮扶袁 发动谢姓老板为
其解决学习和生活费用袁 让黎某
鑫重返学校遥 2018 年以来袁街道
关工委一直关注帮扶建设社区单
亲特困生梁某琪尧梁某浩姐弟俩袁
每逢节日都为姐弟俩送上祝福袁
还解决他们的学杂费和生活费袁
几年来共资助 72000 多元遥
据了解袁几年来袁街道关工委
组织人大代表及社会爱心人士一
共资助困难学生 24 名尧 孤儿 7
名袁用真情关爱青少年弱势群体遥
为给广大青少年创造良好学
习环境袁 街道关工委还会同街道
综治尧民政尧安监尧城监等职能办
渊所冤袁在辖区内学校及周边袁围绕
食品尧环境尧交通安全尧治安综合
治理等进行常态化巡查和整治袁
做到横向到边尧纵向到底袁确保隐
患排查到位尧整改到位遥
活动丰富 主题突出
该街道关工委开展多种形式
的宣传教育活动袁 培养青少年坚
定理想信念袁听党话尧跟党走遥
一是开展精神文 明建设活
动袁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
重要讲话精神遥

禁毒宣传进校园
二是开展野中华魂冶主题教育
活动遥 近几年来袁在辖区的所有小
学开展 野中华魂冶叶辉煌与梦想曳尧
野传承红色基因尧 争做时代新人冶
等主题教育活动共 10 多场次袁受
教育学生达 4 万多人次遥 同时袁还
组织各校学生到市博物馆参观袁
加强同学们对红色文化的认识袁
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朽功勋袁
进一步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的伟大理想遥
三是开展捐书活动遥 近几年
来袁在街道党工委尧办事处的大力
支持下袁 组织购买了 叶湛江寻宝

记曳4000 册尧叶辉煌与 梦想曳1180
册袁 捐送给辖区内所有小学的学
生袁引导学生多读书尧读好书遥
四是开展禁毒宣传活动遥 近
几年来袁 该街道关工委为了做好
禁毒宣传活动工作袁 与街道禁毒
办深入各间小学开展巡回禁毒宣
传活动袁每年 2 次遥 到人民公园尧
街心公园尧 文化广场等公共场所
展览禁毒图片 80 多次袁通过宣传
教育袁 大大地提高了青少年的防
毒拒毒意识袁 得到了广大居民群
众充分肯定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遥

市人民医院结对
帮扶基层卫生院
本报讯 渊记者张任东 通讯员
钟自斌 钟成昆冤近日袁市人民医院
举行野组团式冶帮扶安铺中心卫生院
启动会暨帮扶工作队临时党支部成
立授旗仪式袁深化结对帮扶关系袁提
升基层卫生院医疗服务水平遥
据了解袁 该院按照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要求袁 进一步深化与安
铺卫生院的结对帮扶关系袁 派驻 1
名院领导以及若干名重点学科带头
人袁组建儿科尧外科尧急诊团队各 1
个袁 到安铺卫生院负责日常诊疗服
务袁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袁使安铺卫
生院到 2021 年底达到二级综合医
院水平袁 让群众在家口就能够享受
优质的医疗服务袁 为我市全面推进
医共体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遥

营仔镇开展禁毒
教育大会暨禁毒
手抄报展览活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黎君毅冤11
月 13 日袁营仔镇禁毒办联合镇综治
办尧派出所等部门袁在营仔中心小学
开展以野同心远离毒品尧共享美好人
生冶 为主题的禁毒教育大会暨禁毒
手抄报展览活动遥
活动共展示禁毒手抄报优秀作
品 100 多幅袁 派发禁毒小册子 700
多份遥 边防派出所干警结合自身工
作经历袁 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
的禁毒教育课遥

无名尸体认领启事
一尧2017 年 12 月 15 日袁 在吉水
坝桥 200 米处发现一具无名尸体袁体
貌特征如下院男性袁约 50 岁袁短头发袁
下身穿绿色三角内裤袁 上颌门牙镶有
假牙遥
二尧2018 年 1 月 14 日袁经塘蓬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遥 体貌特征如下院女
性袁紫色处套袁花上衣袁黑色长裤遥
三尧2019 年 1 月 20 日袁在廉江市
吉水镇西莲塘村发现一具无名尸袁体
貌特征如下院女性袁年约 40袁一件白打
底衫袁内穿一个棕色吊带袁下身穿黑色
长裤袁脚穿一对深黑色袜子袁一双透明
拖鞋遥
四尧2019 年 2 月 1 日袁 在廉江市

石角镇横新路口路边发现一具无名
尸袁体貌特征如下院女性袁约 45 岁袁浅
蓝色条纹衬衫尧 格仔衬衫和蓝色套头
毛衣袁墨绿色长裤遥
五尧2019 年 3 月 23 日袁在廉江市
青平三桠塘加油站对面树林发现一具
无名尸体袁体貌特征如下院女性袁女性遥
一条黑色羽绒外套尧一条粉色外套尧一
条朱红色外套尧一条土黄色外套尧一条
黑色皮套尧一条黑色牛仔上衣尧一条黑
色皮套尧一条红色外套尧一条深蓝色处
套尧一条花色衬衫袁黑色运动裤及一条
网状保暖裤袁 头发夹有一只土黄色小
兔装饰物袁脖子上有三串钥匙遥
六尧2020 年 1 月 8 日袁 在廉江市

石城茶山村甘蔗地发现一具无名尸
体遥 体貌特征如下院男性袁尸蜡遥
请类似失踪人员亲属或知情人速
与廉江市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大队
联系遥自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无人认领
的袁经批准将对该 6 具尸体进行处理遥
联系人院陈警官
联系电话院0759-6161791

廉江市公安局
2020 年 1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