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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委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渊记者许敷 巫嘉玲
肖挺冤 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
署袁2 月 6 日袁廉江市委领导班子召
开 2020 年度民主生活会袁 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袁聚焦加强政治
建设袁提高政治能力袁坚守人民情
怀袁 紧密联系班子和个人实际袁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袁切实增强市委
常委班子的政治判断力尧 领悟力尧
执行力袁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廉江篇章遥
湛江市纪委副书记尧监委副主
任尧 一级调研员陈靖宇到会指导遥
我市市委书记林海武袁 市委副书
记尧市长庞晓冬等市委常委班子领
导参加了会议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尧主任李世东袁市政协主席吴
永光袁以及市纪委监委尧市委办尧市
府办尧市委组织部有关同志列席会
议遥
林海武主持会议袁通报了这次
民主生活会的准备情况袁并代表市
委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袁深刻剖析
了市委领导班子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袁提出今后的努
力方向和改进措施遥
林海武尧 庞晓冬尧 袁华新尧胡

民主生活会现场 肖挺 摄
宁尧黎亦鸿尧李留霖尧木声隆尧关维
荣尧林小宁尧黄生尧张正和等市委领
导班子成员一一作了个人对照检
查袁认真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遥 大家对标对表中央政治局民主
生活会袁以对党尧对事业尧对同志尧
对自己高度负责的态度袁深入对照
检查袁把自己摆进去尧把职责摆进
去尧把工作摆进去袁自我批评不遮
掩回避袁相互批评直截了当袁解决
问题务求实效袁做到见人见事见思
想袁体现了高标准尧严要求袁民主生

活会开出了高质量尧好效果遥
林海武强调袁要以这次民主生
活会为契机袁 切实增强班子建设袁
提升履职能力袁更好团结带领全市
党员干部群众袁奋力开创全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遥 一要坚决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袁全面系
统尧深入和联系实际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善于
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袁不断提
高政治的判断力尧领悟力尧执行力遥
二要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两个

责任袁强化责任担当意识袁做到真
管真严尧敢管敢言尧长管长严袁积极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遥 三要坚
决全面彻底抓好突出问题整改袁敢
于正视问题袁建立问题清单尧整改
清单尧责任清单袁坚持从自己做起尧
从现在做起袁对存在的问题实行销
号管理尧跟踪推进遥 四要坚决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袁结合实
际袁紧扣野六个新廉江冶建设袁突出
抓好野七个聚焦冶工作袁统筹发展和
安全野两件大事冶袁努力在产业转型

林海武率队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渊记者林达琳 黄波冤2
月 9 日上午袁市委书记林海武在市
委常委尧组织部长李留霖袁市委常
委尧市委办主任黄生袁以及有关部
门尧镇渊街冤负责人的陪同下袁开展
节前走访慰问活动遥
林海武一行带着慰问金和慰
问品袁首先来到在中越自卫还击战
中荣立一等功的许郁胜家中袁向老
功臣表达崇高的敬意袁叮嘱他保重
身体袁并要求有关部门尧街道多关
心老功臣袁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
困难遥
随后袁林海武一行走访慰问了
廉江市最美退役军人李国雄袁感谢
他多年来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的积极贡献袁并希望他始终保持
军人本色袁进一步发挥模范带头作

林海武与慰问对象亲切交谈 林达琳 摄
用袁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遥

接着袁林海武一行带着慰问金
和大米尧花生油尧年糕尧棉被等慰问

品袁前往良垌镇看望慰问老党员全
玉华尧百岁老人全佩贤尧特困供养
人员吴英尧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陈熙
汶尧低保户陈肖玲袁给他们送去党
和政府的关怀以及节日的祝福遥 每
到一处袁林海武都嘘寒问暖袁详细
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袁
倾听他们的心声袁并嘱咐他们遇到
困难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和镇委尧镇
政府反映遥
林海武一行还来到良垌镇良
田村委会走访慰问村级干部袁与大
家亲切交谈袁 详细了解他们的工
作尧学习尧生活情况袁以及带领群众
发展生产的情况袁并鼓励大家不忘
初心袁牢记使命袁主动作为袁开拓创
新袁全力推动乡村振兴袁切实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尧幸福感和安全感遥

庞晓冬率队走访慰问优抚对象
本报讯渊记者郑浩然 实习记
者聂舒婷冤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袁2
月 8 日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庞晓冬
率队走访慰问优抚对象袁给他们送
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新春的祝福遥
庞晓冬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袁先后来到被评
为 2019 年廉江最美退役军人的罗
增光尧 谢名虎两名优抚对象家中袁
与他们亲切交谈袁详细了解他们的
身体尧生活及工作情况袁并给他们
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遥
庞晓冬指出袁退役军人曾为民
族解放和保家卫国英勇奋战袁作出
了突出贡献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袁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落实退役
军人有关政策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袁真心真情做好退役军人管
理服务工作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
递到他们的心坎上遥 同时袁希望退
役军人保持野退伍不褪色冶的优良
传统袁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遥
罗增光退役后成立中光贸易
公司袁创造税收 100 多万元曰创办
田园寨农业发展公司袁解决 300 多
人就业曰多次为家乡事业捐款遥 谢
名虎退役后袁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袁面对台风野山竹冶袁他坚守
抢险救灾一线袁把孤寡老人背到安
全地方袁受到大家一致好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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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尧重点项目建设尧壮大发展势
能尧城乡统筹发展尧全面从严治党
等方面下功夫袁全力以赴推动廉江
高质量发展遥
陈靖宇对 2020 年度廉江市委
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给予充分肯
定遥 他表示袁这次民主生活会充分
体现了始终坚持提高政治站位尧始
终坚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尧始终坚
持全面查摆问题和始终坚持营造
良好民主氛围的特点遥 大家的发言
做到用真心尧讲真话尧见真情袁查摆
问题严肃认真袁批评与自我批评充
满正能量袁是一场高质量的民主生
活会遥 希望廉江市委领导班子进一
步强化理论武装袁 在持续学懂尧弄
通尧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尧 见实效曰进
一步强化政治建设袁 在切实增强
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
到野两个维护冶上下功夫尧见实效曰
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袁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袁在推动野十四五冶开好局
和起好步上下功夫尧见实效曰进一
步强化作风建设袁在持续深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上下功夫尧见实效遥
会议书面通报了廉江市委领
导班子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专题
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袁
书面传达了 2020 年度廉江市委领
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综合
等材料遥

市人民政府党
组召开 2020 年
度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 渊记者张任东 黄波冤2
月 8 日上午袁 市人民政府党组召开
2020 年度民主生活会袁 进一步加强
政治建设袁提高政治能力袁坚守人民
情怀袁全面推动廉江高质量发展袁奋
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生态
园林城市遥
会上袁庞晓冬尧黎亦鸿尧木声隆尧
韩靖 尧林 家春 尧江 维 峰尧 李炳 松 等 市
政府党组成员依次作个人检视剖析
发言袁围绕民主生活主题袁结合工作
实际袁 将自己摆进去尧 将职责摆进
去尧将工作摆进去袁坚持实事求是的
态度袁敢于正视自身问题袁认真开展
批评 与自我 批评 袁达 到 了 野红 红 脸 冶
野出出汗 冶的 效 果 袁为 市 政府 工 作 的
开展凝聚起了共识和合力遥
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庞晓冬主持
会议袁 通报了这次民主生活会的准
备情况袁 并代表市政府党组作检视
剖析发言袁 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袁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袁明
确今后努力的方向和整改措施遥 他
强调 袁要 摸清 短 板尧 理清 思 路 尧抓 实
整改袁不断提升政治能力袁增强工作
本领袁 以实干开创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新局面遥 强化理论武装袁坚定不移
抓好政治建设曰提高政治站位袁坚定
不移抓好组织建设曰聚焦问题整改袁
坚定不移抓好高质量发展曰压实野两
个责任冶袁坚定不移抓好作风转变遥

市领导到城北街道
开展节前慰问活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赖铭思 马
泽宇冤2 月 4 日袁 市委副书记尧政
法委书记袁华新率队到城北街道
走访慰问困难老党员尧困难村民尧
孤儿尧百岁老人和村野两委冶干部袁
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袁给
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新
春的祝福遥
袁华新在城北街道党工委尧
市委两新工委等部门领导的陪同
下袁带着大米尧年糕尧花生油等慰
问品和慰问金袁 首先来到百岁老
人谢荣秀家中袁和她聊家常袁叮嘱
老人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袁 保重
身体袁 并为她及家人送上新春的
祝福遥
随后袁 袁华新一行分别到石
龙村孤儿陈熙文袁 困难村民朱少
珍尧刘亚其袁困难老党员刘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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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慰问遥 每到一处袁袁华新都详
细了解他们的家庭尧生活尧生产情
况袁 鼓励他们坚定信心袁 坚强生
活袁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袁同时要求
街道和村干部时刻关注他们的生
产生活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袁
让他们充分享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与温暖遥
当天袁 袁华新一行还慰问了
大塘村委会野两委冶干部袁与野两
委冶干部谈心谈话袁了解他们的工
作与生活情况袁要求新一届村野两
委冶干部有新担当尧有新作为袁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野最后一公里冶袁 不辜负组织的信
任和群众的期盼遥
图为袁华新一行在石龙村慰
问困难群众遥
梁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