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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擒飞车贼的
辅警张晓文获
见义勇为表彰

我市两村获评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

本报讯渊记者 黄永沐冤近日袁
湛江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韩桂
君袁 湛江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廉江市见义勇为办事处主任吴
玉文一行袁 来到我市公安局治安大
队袁 对勇擒飞车贼的辅警张晓文进
行表彰奖励遥
韩桂君对辅警张晓文见义勇为
大无畏的精神表示了赞扬和肯定袁
希望更多的民警尧辅警向他学习袁将
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遥
据了解袁去年 10 月 18 日袁辅警
张晓文驾车途经城区建设大道金海
岸酒店路段时袁 遇见两名飞车贼驾
驶一辆 125 摩托车抢夺路人金项链
后逃窜遥 张晓文立即驾车追赶袁最终
成功抓获驾驶摩托车的男司机袁并
帮助失主追回金项链遥

石颈镇成立退役
军人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渊通讯员 江治和冤为更
好地传播志愿服务理念袁 弘扬革命
军人优良传统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袁日前袁石颈镇成立退役军人
志愿服务队并举行授旗仪式遥
石颈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
长带领队员们庄严宣誓袁 承诺永葆
军人本色袁尽己所能袁帮助他人袁不
计报酬袁服务社会袁践行志愿精神袁
传播先进文化袁 为建设和谐美好社
会贡献力量遥
当天袁 该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
队部分成员带着慰问品袁 到平城村
委会马安山村看望入朝作战的志愿
军老战士陈六袁 并帮助老人家打扫
门前卫生袁为他的小菜园浇水遥

40 万元老马思源
泉助力一线抗疫
本报讯 渊记者何江江 郑浩然
钟晓丹冤1 月 21 日袁 我市爱心企业
老马食品有限公司向市人民医院全
体医务人员捐赠价值 40 万元的野思
源泉冶天然饮用水袁暖心守护野最美
逆行者冶遥
安铺镇老马木薯种植专业合作
社总经理廖家通表示袁 守护最美逆
行者袁是全体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望遥
据了解袁野思源泉冶 是老马扶贫
产品之一袁已在全市开设 18 家扶贫
产品展销中心袁 以品牌带动消费扶
贫袁促进扶贫产业健康长效发展遥

致善志愿者协会为
困难群众送温暖
本报讯渊记者林达琳 何永雄冤
1 月 23 日尧24 日袁 致善志愿者协会
利用双休日开展 野迎牛年窑温暖行冶
节前送温暖活动袁 为困难群众送去
关爱和祝福遥
该协会志愿者先后前往河唇尧
吉水尧车板尧塘蓬尧和寮尧良垌尧横山
等镇袁 为 50 户困难群众送去价值
22500 元的棉被尧电饭锅尧年糕尧花
生油尧面条尧口罩尧蛋白粉等慰问品遥
每到一处袁 志愿者都拉着慰问对象
的手嘘寒问暖袁 了解老人家的身体
状况和孩子们的学习情况袁 叮嘱他
们保重身体袁注意搞好环境卫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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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垌镇后塘村茗上茗野世外茶园冶
本报讯 渊记者汤雪梅 黎影
云冤日前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
布第二批全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

名单袁我市安铺镇尖仔村和良垌镇
后塘村上榜遥
这批特色村共有 103 个袁其中

湛江市上榜的 4 个袁包括我市安铺
镇尖仔村尧良垌镇后塘村和麻章区
湖光镇外坡村尧徐闻县曲界镇龙门

村遥
安铺镇老马村委会尖仔村依
托 野一村一品冶袁 打造木薯海观光

带袁 并将红色故事融入自然风光袁
着力打造野1+8冶袁即一望无际的花
海+八大游学景点要要
要迎宾园尧初
心园尧礼园尧思源园尧孝园尧尖仔湖尧
红色教育基地尧碉楼主题景点遥 该
村以自然特色优势为出发点袁建设
集产业发展尧智慧农村尧文明乡村尧
美丽乡村尧乡村旅游于一体的农村
田园综合体遥
良垌镇象路村委会后塘村依
托千亩有机茶园袁大力发展旅游产
业袁形成了野茶种植要茶采摘要茶
加工要旅游服务冶的产业链遥 其中袁
茗上茗 野世外茶园冶 有茶园 2000
亩袁果园 800 亩袁旅游配套设施 200
亩袁是广东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尧广东十大最美花园袁也是
湛江市首家以茶文化为主题的生
态旅游区遥
省文化和旅游厅要求袁各地要
加强对文化和旅游特色村的监督
指导袁进一步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
施和接待服务要素袁整体提升乡村
文化尧乡村旅游的促进作用袁助力
乡村振兴遥

吉水镇组织党员干

人社服务“快速办” 群众办事“少跑腿” 部学习习近平总书
本报讯 渊记者汤雪梅 张丽
何永雄冤 为了方便群众办理业务袁
我市人社局根据上级通知要求袁投
入 80 多万元建成了人社服务快办
行动大厅遥这是我省选定的五个人
社服务快办行动联系点之一袁也是
粤东西北地区唯一一个快办行动
联系点遥
人社服务快办行动大厅设有

13 个经办服务窗口袁 统一服务标
准袁优化服务质量袁致力打造野前台
综合受理尧后台分类审批尧统一窗
口出件冶的综合服务模式袁让企业
和群众少跑腿尧少排队遥
快办行动大厅的特点就是一
个野快冶字遥 只要资料齐全袁一般十
来分钟就能办好一件退休养老事
项袁而且只需在一个窗口或一个平

台上就能办好袁不用再像以往那样
楼上楼下来回跑好几趟遥
据了解袁按照人社部的目标要
求袁要有 10 个以上企业尧群众眼里
的野一件事冶在快办大厅里能野打
包冶办理袁其中包括企业招用员工尧
企业与员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尧失
业尧创业尧高校毕业生就业尧事业单
位聘用工作人员尧职工退休尧申领

工亡人员有关待遇尧 退休人员过
世尧申领社会保障卡等遥
除了这些野规定动作冶之外袁市
人社局经过梳理袁还选定了稳岗返
还渊稳岗补贴冤申领尧工伤认定申
请尧就业登记等 11 项服务实现野提
速办冶遥 人社服务快办行动大厅自
2020 年 11 月 13 日投入使用以来袁
已受理办结业务 400 多件遥

引进少儿编程教育 开启科技趣味世界
拓智幼儿园全面激活孩子的科技能力与科学素养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黄波冤
为全面激活孩子的科技能力与科
学素养袁 帮助下一代轻松驾驭未
来袁我市拓智幼儿园经过多番考察
调研袁引入了少儿编程教育袁通过
智趣编程帮孩子打开科技的趣味
世界遥
该园创办人刘国贵表示袁办园
20 多年袁一直关注教育动态遥 他们
了解到众多国家早已开启编程普
及教育模式袁在中国袁北京市相关
教育管理部门发文袁编程正式进入
中考模式遥 给刘国贵最大的体会
是袁 他的夫人带着孙子到北京尧南
京等地学习体验少儿编程袁发现少
儿编程并非想象中那么高深莫测袁
而是十分接地气遥孙子学习后对少
儿编程课念念不忘袁 十分热爱袁看
到孙子进步那么大袁刘国贵认为少
儿编程已经是少儿教育领域当之
无愧的核心赛道袁下定决心抢抓先
机袁在廉江率先把少儿编程教育引
进到幼儿园遥
刘国贵的小儿子刘宇成毕业
于北京理工大学袁他放弃优厚的待
遇袁回家传承父志袁协同野兴学大
计冶袁并发挥其理工优势袁专注于少
儿编程教育袁助推科技兴教袁实现
科技强国梦遥 他去年组织幼儿园教
师到北京学习袁均拿到机器人教育
资格证遥 今年 1 月开始对外开课袁
教育模式令人耳目一新袁 深受家
长尧小朋友的喜爱遥
在拓智幼儿园的少儿编程课
堂上袁小朋友在老师的引导与启发
下袁兴致盎然地用积木尧马达尧车轮
等器材搭建成一台电动遥控汽车袁

记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龙昌荣冤日
前袁 吉水镇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
年庆祝大会重要讲话尧 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
会遥 该镇全体干部职工尧各机关负责
人尧各村渊社区冤书记聆听了宣讲会遥
宣讲会上袁 廉江市委党校讲师
揭海业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遥

交通系统干部集
中学习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渊记者 尤秋花冤1 月 20
日袁 市委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宣讲会交通系统专场在市交通
运输局举行袁 为交通系统广大党员
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遥
本期宣讲会将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
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学习
内容袁 推动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
深走实尧入脑入心遥

小朋友在操作机器夹起水杯 李文静 摄
在动手实践中学习科学尧 数学尧社
会领域的知识遥 一节课结束后袁有
的孩子甚至会有野再来一节冶的愿
望遥 在孩子看来袁制作机器人的过
程就是一个玩的过程袁他们从内心
深处喜欢这种野玩中学袁学中玩冶的
教育方式遥
野少儿编程教育目前是一个社
会的趋势尧教育的趋势遥 机器人搭
建袁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袁编程
的时候袁 锻炼了他的逻辑思维能
力袁在后面的调试过程中袁他可能
会受挫袁这个时候就煅炼他的抗挫
折能力袁这些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
都必须要经历的东西遥 冶刘宇成介
绍袁机器人编程教育利用孩子爱玩
的天性袁让孩子在野玩中学冶袁接触

各学科知识袁并将学习的知识运用
到自己的作品中袁在实践中提升孩
子的学习效果袁 守护孩子的好奇
心尧想象力袁充分激发孩子的探究
欲尧创造力遥
机器人编程课给了孩子们一
个发挥创造力的大平台袁也得到了
家长们的认可遥 家长们表示袁少儿
编程可以锻炼小朋友逻辑思维能
力尧动手能力尧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能力袁 以及加强团队的协作能
力袁帮助孩子全面发展袁但最关键
的还是小朋友喜欢袁对这个课很感
兴趣遥 拓智幼儿园少儿编程寒假班
一推出袁就被家长一抢而空遥
据了解袁刘宇成的爷爷刘庭英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廉城创办

私塾袁育人无数遥 父亲刘国贵 1996
年创办拓智幼儿园袁如今这番教育
事业传承到他这代人身上遥 几十年
来袁野兴学倡德袁传艺拓智袁乐中学袁
学中乐冶 的教学理念一直贯穿始
终袁 这也是他们一家的教育经验袁
要由兴趣引入袁学生有兴趣袁才勤
于探索袁才学有所成遥 引入少儿编
程袁 引发小孩子科学探索兴趣袁正
好切合办园理念袁又符合当下发展
潮流袁将推动幼儿园发展壮大遥 现
在少儿编程课已经作为拓智幼儿
园开设的课程之一袁此外还对外开
办兴趣班袁招收 3 到 16 岁的学生袁
不同年龄段学习不同级别的课程袁
从幼儿延伸到中小学生中去遥

河唇镇勇夺全市
专职消防队比武
会操团体第三名
本报讯渊通讯员 黄东伟冤1 月
19 日袁河唇镇消防队参加全市专职
消防队业务技能比武会操袁在 15 支
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袁 荣获团体第
三名遥
比赛中袁 河唇镇消防队表现出
了良好的精神面貌和竞技状态袁充
分体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敢于担
当尧冲锋在前的优良作风袁圆满完成
了 90 米初战快速控火操尧原地着灭
火战斗服尧手抬机动泵操等项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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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叶廉江市市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用房屋土地处置意见的通
知曳(廉府办 揖2018铱240 号)尧叶廉江市市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出租办公
用房和临街铺面管理及处置实施细则的通知曳(廉府办 揖2018铱240 号)
要求袁经研究决定袁廉江市营仔镇中心小学首层商铺进行对外公开招
租袁有意者请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1 日(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正常上班时间到廉江市营仔镇中心小学办公室索取具体招租办法和
报名袁逾期报名不予受理遥
特此公告遥

我单位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袁 对临街铺面共 12
间实行公开拍租袁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院
一袁标的物院位于安南大道 60 号的临街铺面共 12 间合计 2744 平
方遥
二尧招租形式院采取公平尧公开尧公正的原则有底价拍租袁以租金出
价最高者中标遥
三尧报名时间院2021 年 1 月 28 日至 2021 年 2 月 5 日
四尧报名地址院廉江市鼠疫防治站办公室
联系人院梁海清袁联系电话院6852151

联系人院林存
联系电话院13509907328

廉江市营仔镇中心小学
2021 年 1 月 26 日

廉江市鼠疫防治站
2021 年 1 月 26 日

廉江市安铺镇河东路 11 号麦建明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6 年签发的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岭镇牛路口村 58 号渊下高村村委会冤钟彩珍遗
失廉江市公安局签发户口簿一本袁声明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