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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销合作联社召
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 静 黄 波
郑浩然 冤上 月 30 日 袁市 供 销 合 作 联
社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袁 审议并通
过该社 五年 工 作报 告 和 有 关 章 程 尧
决议袁 选举产生市供销合作联社第
四届理事会尧监事会遥 湛江市供销合
作联社党组书记尧主任叶文新袁我市
副市长江维峰到会指导遥
叶文新要求我市供销系统坚持
党的领导袁 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袁牢 记初 心使 命袁聚 焦为 民 服 务 袁
不断强化自身建设袁 发挥助农服务
体系优势袁 在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方
面发挥更大作用袁 全力推动供销合
作事业再上新台阶遥
江维峰指出袁 本次大会的召开
标志着该社 野三会冶 制度的正式建
立袁 也标志着我市供销改革发展进
入了崭新阶段遥 希望该社坚持党建
引领袁打造为民服务生力军曰强化使
命担当袁 切实提高为民服务能力和
水平曰继续深化改革袁在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中贡献供销力量遥
大会选举产生廉江市供销合作
联社第四届理事会尧监事会遥 李始文
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主任袁 并作表
态发言遥
会议期间袁 与会代表还认真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以及上
级有关会议精神遥

男子出租支付宝账号被判刑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徐忠婵冤近
日袁廉江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袁
被告人李某某因出租支付宝账号袁
帮助他人实施网络犯罪袁构成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袁被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袁缓刑两年袁并处罚金人
民币 10000 元曰被告人李某某退出
的违法所得人民币 63200 元袁依法
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遥
廉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袁
被告人李某某明知一名微信昵称

为野C冶渊身份未查实冤的人利用网络
实施犯罪袁为谋取利益袁仍将其注
册的中山市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支付宝账户出租给野C冶袁并约定以
账号流水金额的 0.8%作为报酬遥 被
告人李某某于 2019 年 5 月 12 日 9
时至 2019 年 5 月 13 日 16 时期间
将企业支付宝账户租借给 野C冶袁出
借时间约 31 小时遥 在此期间袁该企
业支付宝账号流水达到 74950674
元人民币袁 被告人李某某共收取
野C冶 支付的报酬 63200 元遥 经查袁

2019 年 5 月 12 日 21 时许袁被害人
黎某某在网上看见以中山市某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发布的虚
假理财产品袁 承诺买满一年后有
15%的利息遥 被害人黎某某信以为
真后袁分两次购进该虚假理财产品
7000 元人民币渊一次 2000 元袁一次
5000 元冤袁 因此被骗人 民币 7000
元遥 2020 年 6 月 26 日袁被害人黎某
某发现该购买的理财产品满一年
后无法兑现袁随后报警遥
另查明袁被告人李某某于 2020

让每一名学生放飞梦想
要记野诚信群体冶廉江市一小综合科组
要要
本报记者林达琳 汤雪梅 张丽 何永雄

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体系建设业务
培训班近日举办
本报讯渊记者尤秋花 郑浩然冤
近日袁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为期
两天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业务培训班袁来自全市各镇渊街冤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渊站冤的工作人员近
100 人参加了培训遥
本次培训班内容包括 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曳的讲解袁
退役军人三级服务保障体系规范化
建设尧应急救助资金政策的讲解袁现
场重点解惑答疑和服务站建设经验
交流等遥
通过培训交流袁 进一步提升了
各镇渊街冤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渊站冤工
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袁为
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遥

年 7 月 17 日 向 廉江 市 公安 局 投
案遥 案发后袁被告人家属代其对被
害人黎某某赔偿损失 7000 元人民
币袁被害人黎某某对被告人表示谅
解遥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袁被告人李
某某通过家属退出赃款人民币
63200 元及缴纳罚金人民币 10000
元遥
廉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袁
被告人李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犯罪袁仍为其提供支付结

锐意进取尧乐于奉献的廉江市一小综合科组 林达琳 摄
廉江市第一小学综合科组是
一个团结合作尧锐意进取尧敢于创
新尧乐于奉献的团体袁让每一名学
生都能放飞梦想尧展现才华袁成为
每位教师的孜孜追求遥近日袁该科
组被评为廉江市 2020 年度野十大
诚信群体渊单位冤冶遥
该科组教师按照有理想信

念尧有道德情操尧有扎实学识尧有
仁爱之心野四有冶好教师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袁承担起教书育人尧立德
树人的光荣使命袁 当好学生成长
成才的引路人袁 教育引导学生坚
定理想信念袁培育诚实守信意识袁
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袁 将诚
信内化于心袁外显于行遥

市一小建有 2 个标准篮球场
和配套有 200 米环形塑胶跑道的
笼式足球场曰 建有高标准配置的
舞蹈室 1 个尧音乐室 1 个尧创客室
1 个尧美术教室 2 个尧艺术教育专
用室场 6 个袁 配套设施均按国家
相关标准配备遥 该科组借助这些
教学硬件设施袁 不断探索最有效

的艺术教育形式 和体育特色 课
程袁成立了声乐尧舞蹈尧书法尧绘
画尧 剪纸等兴趣班袁 组建了合唱
队尧鼓号队尧粤韵操队袁定期开展
兴趣活动遥 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27
届的野红领巾艺术节冶袁无论是现
场书画大赛尧校园魅力歌手大赛尧
小小节目主持人大赛袁 还是文艺
节目汇演袁都精彩纷呈袁为学生搭
建野展示才华袁放飞梦想冶的舞台袁
让学生在艺术氛围中茁壮成长遥
近年来袁 市一小艺术特色教
育尧体育特色教育成效显著袁共获
得县级以上荣誉 230 多项袁 如被
评为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优秀合
唱歌曲征集展播活动先进组织单
位袁 学生合唱团获得广东省中小
学艺术展演声乐组一等奖袁 勇夺
廉江市野市长杯冶青少年校园足球
联赛渊小学组冤第一名袁黄雅惠尧钟
智慧等同学获得第九届广东省中
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硬笔小学
组三等奖遥
梦想熠熠袁使命灼灼遥 该科组
的教师纷纷表示袁将珍惜荣誉袁增
强本领袁努力拼搏袁再创佳绩遥

橙园水池遇溺 邮差出手相救
本报记者揭英隆 陈军 尤秋花

青平镇青山脚村文
化广场投入使用
本报讯渊记者 郑浩然冤近日袁
青平镇青山脚村全体村民欢聚一
堂袁 共同庆祝村的文化广场投入使
用袁该镇相关领导到场祝贺遥
据了解袁 青山脚村文化广场占
地面积近 2000 平方米袁总投入建设
资金近 200 万元遥 文化广场的建成
使用袁 为广大村民提供了一个休闲
娱乐及健身的理想场所袁 体现了人
文美与自然美的和谐统一袁 成为村
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袁 对促进乡风
文明尧构建和谐村庄具有重要意义遥

市广场舞学会举办迎
新年文艺联欢晚会
本报讯渊记者尤秋花 陈军冤近
日晚袁 市广场舞学会在市文化广场
举办迎新年文艺联欢晚会遥
晚会上袁广场舞尧小品尧合唱等
内容丰富又十分接地气的群众原创
节目轮番上演遥 表演者用舞蹈表达
了环境更美尧生活更富裕尧文化生活
更丰富多彩的喜悦心情遥

野你救了我的孩子袁也救了我
的家庭袁这份恩情永远也忘不了遥 冶
蔡女士握着李艺的手袁满眼是感激
的泪水袁并将一面写有野见义勇为袁
英勇救人冶的锦旗送给李艺遥 近日袁
蔡女士到红江农场私盐塘村李艺
的家中袁 感谢李艺的救子之恩袁并
探望李艺的父母遥
判断失误袁水池遇溺
为让孩子度过一个愉快的星
期天袁2020 年 12 月 12 日袁家住湛
江的蔡女士与丈夫一起带着 8 岁
的孩子小彬渊化名冤到我市高桥镇
一橙园摘橙子遥 从没有进过橙园的
小彬感到很新鲜袁一进到橙园就四
处跑遥 几分钟之后袁当蔡女士夫妇
发现孩子还没有回到身边时袁立刻
焦急地在橙园里寻找遥 因为橙园有
几百亩袁 橙园主人也帮忙寻找袁但
十多分钟过去袁仍然找不到小彬遥
据蔡女士介绍袁小彬事后回忆
说袁他摘了几个橙子后就到了一个
用砖头和水泥围住的长方形的地
方袁里面满是绿色袁很平整袁他以为
是和住宅小区一样的草地袁毫不犹
豫地踏进去袁立刻遇溺遥原来袁小彬
以为是一块草地的地方袁其实是一
个长满青苔的蓄水池遥 他在里面不
停地乱划袁并呼喊救命袁但没有人
听到袁不久就不能挣扎了袁呼救声
也就越来越弱遥

蔡女士给李艺送锦旗 揭英隆 摄
细心邮哥袁循声救人
当天袁负责红江农场的邮政投
递员李艺骑着摩托车下乡送报纸袁
刚好经过橙园袁隐约听到橙园里有
小孩发出细微的野救命冶声遥 他特意
掉头回去细心听袁发现声音是从橙
园里的一个蓄水池里传出来的遥 看
到橙园有围网袁于是李艺用脚踹开
围网袁走近水池袁看见一个已不会
挣扎尧满身都是浮萍的小孩浮在水
池里袁 他连手机都没有摸出来袁就
跳进水池里救人遥
李艺将小彬救起来后袁看到小
彬嘴唇发紫袁已经不会动弹遥 他立
刻用平常听到的救人方法去施救袁

先清理小彬的鼻子和口腔袁然后倒
挂着背起小彬袁当小彬呕吐了几口
水袁 就立刻放在地上按压了几下袁
看到小彬舒缓了过来袁他就开车到
橙园寻找小彬家长和橙园主人遥
李艺带着家长和橙园主人来
到小彬身边袁 蔡女士看到儿子时袁
吓到几乎瘫下去遥 橙园主人脱下风
衣要全身湿透的李艺穿上袁李艺把
风衣给了小彬袁然后悄然离开了遥
记者了解到袁那个蓄水池是用
来蓄水灌溉橙园的袁 将近 3 米深袁
池底还有泥浆之类的东西遥 李艺
说袁他当时跳下去时袁根本没有考
虑水池的深浅袁一心只在争分夺秒

地救人遥 好在他会游泳袁要不袁不但
救不了人袁自己也会爬不出来遥
循衣找人袁上门致谢
野我们当时由于一心照顾儿
子袁 一时忽略了问救子恩人的名
字袁 后来凭着他的一身橄榄绿袁我
们委托橙园主人帮助寻找遥 冶蔡女
士说遥 橙园主人到高桥尧红江等邮
政所打听袁 一再描述救人者的模
样袁才打听到救人的邮差哥是邮政
廉江市红江投递部的投递员李艺遥
当日李艺离开之后袁迅速回单
位一声不响的换了衣服袁又走在送
报纸邮件下乡的路上遥
野我们都是在十多天后袁才从
微信群里了解到李艺救人的事迹
的袁公司非常重视袁立刻看望慰问
了李艺袁也发动全局干部职工向李
艺学习袁弘扬正能量袁实现我们人
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遥 冶廉江
邮政分公司营运管理部经理王勇
说袁 李艺平时的工作非常积极主
动袁各项任务比如投递任务尧征订
报刊任务都按时按质完成袁在投递
红江农场区域受到当地群众好评遥
谈起当时为什么毫不犹豫地
跳下去救人时袁李艺说袁他作为投
递员袁 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袁要
对得起这一身橄榄绿袁同时换个角
度来说袁遇到那样的情况袁谁都会
这样做的遥

算袁情节严重袁其行为已构成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袁依法应予惩
处遥 因此袁根据被告人李某某的犯
罪事实尧性质尧情节尧认罪态度和对
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袁依法作出以上
判决遥
法官提醒广大市民袁个人应当
妥善保管自己的支付宝账号袁切勿
轻易出租或借用相关支付账户袁避
免造成财产损失甚至招来牢狱之
灾遥

石城镇铁腕拆
除违章建筑
本报讯 渊记者黄业 黄波冤近
日袁石城镇组织清拆工作队伍袁依法
对 5 起违章建筑物进行拆除遥
当天袁 该镇清拆工作队先后对
荔枝墩村委会大宦村尧 谢鞋村委会
谢鞋村尧 龙窝江村委会蝴蝶岭村的
5 处违章建筑物进行拆除袁 并要求
违章占地建房群众签订保证书遥
该镇要求各村委进一步加强对
村民的宣传教育袁加强巡查监管袁如
有发现违法用地情况及时上报袁切
实维护好全镇土地管理利用良好秩
序袁坚决遏制违法违规用地行为遥

吉水镇举办“迎元旦
贺新春”文艺晚会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通讯员
宋柳婷冤近日袁由吉水镇文化站尧吉
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主办的
野迎元旦尧贺新春冶文艺晚会袁在吉水
镇文化活动中心上演遥
晚会上袁合唱尧歌舞尧太极等 23
个节目轮番上演袁高潮迭起袁精彩的
节目引得台下笑声不停尧掌声不断遥
晚会主题鲜明尧形式多样尧内容
丰富袁 表达了当地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以及新年祝愿袁营造了文明尧
健康尧积极尧欢乐的节日文化氛围遥

东方宝贝幼儿园
举行首届运动会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 何江江冤
近日袁 长山镇东方宝贝幼儿园举行
主题为野悦运动袁越健康冶的首届体
育运动会袁 通过趣味横生的体育运
动袁让小朋友们感受到运动的快乐袁
健康成长遥
运动会融趣味性与竞技性于一
体袁突出了师幼互动尧家长相动袁让
孩子们体会到了运动的快乐袁 也让
老师纾解了压力遥

揖投诉铱尽快修复廉江市河唇镇新屋
仔花木场路段路灯
有市民反映袁 廉江市河唇镇新
屋仔花木场路段路灯在该路段修建
后一直未重新安装袁 严重影响居民
正常出行袁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遥
廉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回复院 为配合廉河公路扩建改造工
程袁 廉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已将该路段路灯设施全部拆除袁现
扩建改造工程已施工完毕遥 为了方
便附近群众晚上出入袁恢复亮灯袁我
局于 2020 年 6 月初派员到该路段
进行现场勘察袁 目前设计图纸已完
成遥 现有关申请资料已提交至市人
民政府审批袁待审批通过后袁可争取
早日施工遥

廉江市新闻中心遗失中国人民银行签发的开户许可
证副本袁核准号 J5912000383702 袁账号 632001040009353 袁
现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城区财政所遗失中国人民银行签发的开户
许 可 证 副 本 袁 核 准 号 Z5912000035405袁 账 号
8002000000袁现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和寮镇农业机械推广管理站在廉江市和寮
农商行开立基本账户和专账户的麦纪欣印鉴遗失袁声明
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