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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晓冬率队开展节前慰问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陈军冤2
月 5 日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庞晓冬率
队到和寮镇走访慰问村级干部尧老党
员尧百岁老人尧孤儿尧低保户和特困供
养人员袁给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
与温暖袁以及节日的美好祝福遥
每到一处袁庞晓冬都与慰问对象
亲切交谈袁 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尧生
活情况袁 叮嘱他们注意保重身体尧积
极乐观生活袁 并给他们送上了棉被尧
大米尧 花生油等慰问品以及慰问金遥
庞晓冬强调袁要多关心这些社会特殊
群体的生活袁 及时了解他们的所需尧
所盼袁 切实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袁让
他们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遥
在西埇村委会袁庞晓冬向村委会
干部致以节日的问候袁对他们长期扎
根基层尧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作出积
极贡献表示感谢袁希望他们切实做好
当前野两委冶换届尧乡村振兴尧疫情防
控等各项工作袁 带领群众主动谋发
展袁一同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遥
图为庞晓冬在和寮镇开展节前
走访慰问活动遥 李文静 摄

本报讯渊记者 黄永沐冤2 月
4 日袁 市委常委尧 组织部长李留
霖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润袁副
市长林家春袁 市政协副主席林炳
坤与市府办尧 市扶贫办等单位领
导干部一起袁 到河唇镇走访慰问
老区干部及特困群众袁 给他们送
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问候遥
李留霖一行带着慰问品和慰
问金袁 在河唇镇委书记徐骞的陪
同下袁 先后走访慰问了莲塘口村
委会莲塘口村抗日后裔钟冠杰袁
抗日后裔尧老干部钟冠仁袁贫困户

宋文明尧王小柳袁新民镇的第六届
野湛江好人冶李观记尧第二届野湛江
好人冶冯树文袁雅塘镇的第一届野廉
江好人冶张彩平遥
廖忠武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
第三届湛江市道德模范尧市一小教
导主任叶火袁第九届野湛江好人冶尧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股股
长范胜章袁 第一届湛江市道德模
范尧 石城镇谢鞋村村民杨朝喜袁第
四届野湛江好人冶尧横山镇新上寮村
村民陈坛芳陈顺父子袁第三届野廉

江好人冶尧 石城镇西岸村村民谢桂
莲遥
每到一处袁李家军尧廖忠武都
与道德模范和野好人冶亲切交谈袁详
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袁高度评价
他们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尧用善
行义举传播时代文明新风的精神袁
鼓励他们继续发挥榜样示范作用袁
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遥 同时袁希望各级各部门主
动关注尧关心身边好人的工作和生
活袁进一步建立健全道德模范帮扶

礼遇机制袁在全社会树立野好人有
好报冶的价值导向袁激励更多人学
习野好人冶尧争做野好人冶袁让野好人现
象冶成为廉江一道靓丽的风景遥
近年来袁我市以创建文明城市
为载体袁注重榜样引领袁挖掘树立
各类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袁广泛开
展廉江好人尧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等
活动袁成立见义勇为基金袁健全野廉
江好人冶奖励机制遥

市融媒体中心节前走访慰问帮扶对象
本报讯渊记者 郑浩然冤为进
一步巩固脱贫成果袁2 月 5 日袁市融
媒体中心组织干部职工到雅塘镇
坡仔村和雅塘村探望帮扶对象袁给
他们送去慰问品以及新春的祝福遥

我市开展节前
宗教场所疫情
防控工作督查
本报讯 渊记者陈军 实习记者
聂舒婷冤 为进一步做好冬春季和春
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袁 保障人民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袁2 月 4 日袁市委
常委尧 统战部长林小宁率队对全市
宗教场所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督查遥
林小宁在市委统战部尧 市民族
宗教事务局尧 市卫健局和市公安局
国保大队等相关部门领导的陪同
下袁先后到南街婆庙尧东街东岳庙和
吉水镇墩仔村天主教堂等地方袁检
查疫情防控落实情况以及消防安全
措施落实情况遥
林小宁要求袁 各宗教场所要严
格贯彻落实市委尧 市政府关于春节
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要求袁进
一步提高站位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袁
夯实宗教场所疫情防控责任袁 做好
信教群众的宣传引导袁 倡导做好个
人防护袁 告知群众疫情期间停止一
切大型宗教活动尧民间信仰活动等遥

钟应亨尧钟绍强等遥
在慰问过程中袁 李留霖一行
对钟冠杰家人为国家作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曰 对钟冠仁一直以来为
村委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袁 并希
望他继续发挥余热袁 带领群众建
设美好家园遥
每到一户袁 李留霖一行都与
慰问对象亲切交谈袁 详细了解他
们的生活生产情况以及身体状
况袁 并嘱咐镇村干部力所能及地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遥

市领导慰问残疾军
人和最美退役军人

市领导率队慰问道德模范和“好人”
本报讯 渊记者张丽 郑浩然冤
为传播正能量袁引领新风尚袁进一
步营造关爱尧崇尚尧学习尧争当道德
模范和野好人冶的浓厚氛围袁2 月 4
日袁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家军袁
市政协副主席廖忠武在市委宣传
部等相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袁分别
走访慰问了部分道德模范和 野好
人冶袁给他们送上慰问金尧慰问品以
及党和政府的关怀遥
李家军一行先后走访慰问了
市人民医院的第九届 野湛江好人冶

市领导带队慰问老
区干部及特困群众

市融媒体中心主任尧市广播电
视台台长黄达栋一行袁在村干部的
陪同下袁 先后来到雅塘镇坡仔村尧
雅塘村袁把年糕尧大米等慰问品送
到每一位帮扶对象手中袁并详细了

本报讯 渊记者林达琳 何振宇
通讯员邓兴伟冤2 月 5 日袁 市人武部
政委殷毅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
领导的陪同下袁前往安铺镇为立功现
役军人家属送立功喜报遥
殷毅一行先后前往安铺镇合河
村和鹤塘村袁为荣立个人二等功的陆
智聪和荣立个人三等功的莫景帅亲
属送去立功喜报以及慰问金袁让军人
亲属共享这份荣耀和喜悦遥 殷毅一行
紧紧地拉着陆智聪尧莫景帅的父母的
双手袁向他们表示亲切的问候袁对陆
智聪尧莫景帅在部队立功袁为家乡赢
得荣誉表示热烈的祝贺袁并希望他们
鼓励自己的孩子继续发扬不怕苦尧不
怕累的精神袁以更优异的表现为国防
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遥
陆智聪尧莫景帅的父母激动得热
泪盈眶袁他们都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
豪和骄傲袁 并希望儿子安心服役袁继
续努力袁再立新功袁争取更大的光荣遥
据了解袁截至目前袁2020 年廉江
籍现役军人荣立二等功的有 3 人袁荣
立三等功的有 30 人遥

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和身体状
况袁鼓励他们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
和决心袁在巩固脱贫攻坚胜利果实
的基础上袁 在新一年里再接再厉袁
不断发展壮大生产袁把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遥
据了解袁市融媒体中心挂点帮
扶雅塘镇坡仔尧雅塘村袁共有精准
帮扶对象 150 户 220 人袁经过系列
帮扶政策的落地袁实现全部脱贫遥

本报讯渊记者张丽 何永雄冤
1 月 31 日袁廉江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党组成员尧副局长陈如清袁市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长朱爱武带
领志愿服务队队员袁 前往困难参
战老兵和优抚对象等退役军人家
中袁给他们送去慰问金尧慰问品以
及节日的问候袁 将党和政府的温
暖传递到他们心中遥
在慰问活动中袁 志愿服务队
队员们详细询问了退役军人的身
体情况和生活状况袁 向他们讲解

送立功喜报情景 林达琳

老人和 2 户贫困户袁给他们送去社
会的关怀与温暖袁用实际行动诠释
真善美遥
当天袁廉江吴文化研究会会长

吴栋兴一行 10 多人袁带着香油尧大
米尧年糕等慰问品和慰问金袁先后
走访慰问了石岭镇尧青平镇尧和寮
镇和河唇镇的高秀芳尧 钟秀莲尧吴

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
情况袁并希望他们保持野退役不退
志尧退伍不褪色冶的政治品格袁发
扬艰苦奋斗优良作风袁 为新时代
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注
入正能量尧作出新贡献遥
黎海荣和廖家有表示袁 将以
良好的思想境界尧 道德情操和精
神风貌袁永葆军人本色袁真情回报
社会遥

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慰问
困难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

我市为立功军人家属送喜报

廉江吴文化研究会连续 12 载慰问百岁老人
本报讯渊记者 郑浩然冤尊老
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袁近
日袁廉江吴文化研究会走访慰问了
石岭尧青平等乡镇的 6 位吴氏百岁

本报讯渊记者林达琳 黄业冤
近日袁 市政协副主席廖忠武在有
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袁 深入到部
分残疾军人和廉江最美退役军人
家中走访慰问袁 向他们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新春的祝福遥
廖忠武一行带着慰问金和花
生油尧大米等慰问品袁先后到因公
三级伤残军人黎海荣和廉江最美
退役军人廖家有家中进行慰问袁

摄

国礼尧张桂芳尧江德英尧朱秀芳等 6
位百岁老人遥
据悉袁2009 年以来袁廉江吴文
化研究会坚持开展敬老助弱等公
益活动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
统美德袁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
了积极贡献遥

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袁 鼓励他们
安心生活袁保重身体袁乐观面对人
生境遇袁不忘初心跟党走袁带头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争做新
时代的模范退役军人遥
据了解袁 廉江市退役军人志
愿服务队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袁 由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招募
组建袁共有队员 65 人袁此次活动
是廉江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
立后组织开展的首个走访慰问活
动遥

市食品公司召
开总结表彰会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 尤秋花冤
2 月 5 日袁市食品公司召开 2020 年
工作总结大会袁 总结 2020 年工作袁
部署新一年的工作袁 并表彰了一批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遥
副市长林家春出席会议并提出
了六点要求袁一是认清形势袁提高认
识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曰二是明确
目标袁 落实责任袁 确保肉食安全供
应曰三是整合小型屠宰厂袁推动标准
化建设曰四是加强监管袁强化宣传曰
五是整改巡察问题袁完善企业管理曰
六是保障春节期间生猪市场稳定袁
做好生猪肉品安全供应遥
市食品公司经理林峰总结了
2020 年工作袁 并提出了 2021 年工
作要求遥 2020 年袁 我市屠宰生猪
186627 头袁430195 担袁 生猪定点屠
宰厂生猪进厂合格率 100%袁生猪产
品出厂合格率 100%遥 市食品公司被
广东省肉类协会评为 2020 年度先
进单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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