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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军分区司令员
到我市检查指导春
季征兵体检工作
本报讯渊记者张任东 何永雄冤
近日袁 湛江军分区司令员张彬到我
市检查指导征兵体检工作袁 并看望
慰问应征青年和体检医务人员遥 我
市人武部政委尧 征兵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殷毅陪同检查遥
张彬一行来到我市征兵体检
站袁逐一察看了内外科尧视力尧耳鼻
喉等各科室工作情况袁 看望了参加
体检的医务人员袁 详细了解我市今
年征兵体检工作情况袁 并与应征青
年进行了亲切交谈袁 仔细询问他们
的年龄尧学历等袁对他们积极应征入
伍表示赞赏袁鼓励他们把握机遇尧投
身军营尧成长成才遥
检查中袁 张彬对我市征兵体检
工作给予肯定袁 认为我市高度重视
征兵工作袁体检工作规范有序袁要求
征兵办全体成员进入体检站袁 严格
按照征兵体检程序和标准袁 参与监
督袁形成力量的叠加效应袁促进征兵
工作公平公正高效开展曰 在容易造
成退兵的重点项目上多花精力袁反
复检查袁严格落实野一岗双责冶袁确保
重点科目有两名医生共同把关袁确
保征兵工作顺利尧安全尧有序完成袁
为部队输送优质兵源遥

我市组织收看收听全
省和湛江市疫情防控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
召开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第 30 次会议
本报讯渊记者何江江 巫嘉玲冤
2 月 7 日袁 我市组织领导干部在廉
江分会场收看收听全省尧 湛江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袁并召开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第 30
次会议遥 林海武尧庞晓冬尧黎亦鸿尧木
声隆尧关维荣尧林小宁尧黄生尧江维峰
等市领导袁 以及市直各单位尧 各镇
渊街冤主要领导参加会议遥
市委书记林海武在会上强调袁
全市领导干部要切实担起疫情防控
的职责袁 全力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袁 确保全市人民过上一
个平安健康祥和的春节遥 一要人员
落实到位遥 疫情防控指挥部和防控
野三人组冶要常态化运转袁在农贸市
场等重点场所的专班人员要到位到
岗遥二要物资保障到位遥要确保防疫
物资尧应急储备物资尧生活保障物资
到位遥三要防控措施到位遥要加强对
重点人群的保护袁 加大对外来人员
的排查袁并掌握好他们的动态信息曰
要管控好重点部位袁 农贸市场尧超
市尧医院尧KTV 等人流密集的场所袁
做好戴口罩尧扫健康码尧测体温等常
规检查工作袁 特别要加强食品安全
检查袁 对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食品
要加强监管和监测袁 确保全市人民
生命财产的安全曰 要加大疫情防控
的宣传力度袁多渠道尧全方位宣传疫
情防控知识袁 积极倡导群众春节期
间出门戴口罩尧 不参加各种聚集活
动等遥四要值守人员到位遥要落实值
班和应急管理制度袁建立市尧镇尧村
三级值班队伍袁 确保突发情况下能
够及时到位袁妥善处理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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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竣工开业
本报讯 渊记者许敷 巫嘉玲
肖挺冤2 月 6 日袁市妇幼保健院迁建
项目正式竣工袁并举行开业仪式遥
湛江市卫生健康局局长林华
坚袁我市市委书记林海武袁市委副
书记尧市长庞晓冬袁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尧主任李世东袁市政协主
席吴永光等市四套班子领导袁市直
相关部门尧各镇渊街冤主要领导袁市
妇幼保健院干部职工等参加竣工
开业仪式遥
林华坚指出袁要持续加强公立
医院党的建设袁 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委政府的
决策上来袁不折不扣做好卫生健康
事业袁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曰不断提
升服务能力袁 加强软实力建设袁补
齐人才短板袁加强学科专科能力建
设和信息化建设袁提升医院的综合
能力曰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袁进一步
强化服务意识袁展示妇幼行业为民
服务情怀尧良好精神面貌和精湛医
疗技术袁把妇幼健康事业做得更加
扎实遥

各级领导为市妇幼保健院竣工开业推杆 肖挺 摄
林海武宣布廉江市妇幼保健
院迁建项目竣工开业袁并希望市妇
幼保健院以此为契机袁不断提升医
技水平和服务水平袁 以一流的服

务尧良好的信誉尧精湛的技术为人
民群众就医创造良好的条件袁真正
做到让群众放心和满意曰希望广大
医务人员不忘医者初心袁牢记健康

使命袁积极钻研医术袁弘扬医德袁努
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满意的卫
生健康服务袁为全市卫生事业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曰希望相关部门

关心支持市妇幼保健院的发展袁及
时解决医院的实际困难袁全力推动
医院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袁用心
用情用力守护全市妇女儿童健康遥
庞晓冬主持竣工开业仪式遥
市妇幼保健院院长揭育畴致
辞遥
据了解袁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
目纳入广东省县级公立医院升级
建设项目袁是湛江市尧廉江市重点
民生工程袁按照二级甲等妇幼保健
院标准建设袁项目总投资约 2.66 亿
元袁配置床位 300 张袁预留床位 300
张袁 占地面积 60 亩袁 总建设面积
35747 平方米遥 市妇幼保健院的建
成袁将进一步加快全市医疗基础设
施建设尧改善和提高全市整体医疗
服务水平尧增强全市医疗系统综合
服务能力尧推动全市公共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遥 2
月 3 日袁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已开设
儿科门急诊尧儿科住院业务袁其他
科室将会陆续搬迁遥

我市 表 彰 2020 年 度 纳税 大 户

我市召开春运交通
安全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 何振
宇冤2 月 6 日袁我市举行 2020 年度
纳税大户座谈会袁表彰了一批为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
纳税大户遥 市委书记林海武袁市委
副书记尧市长庞晓冬袁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尧主任李世东袁市政协
主席吴永光袁市委常委尧常务副市
长尧湛江廉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黎亦鸿袁 市委常委尧市
委办主任黄生袁 副市长江维峰袁以
及相关单位主要领导袁各镇渊街冤党
渊工冤委书记出席座谈会遥
林海武尧庞晓冬尧李世东尧吴永
光等市领导分别为纳税大户颁奖遥
林海武对广大企业家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表
示感谢遥 他指出袁2020 年我市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继续保持湛江市首
位袁公共财政收入总量排湛江市第
一位尧增速排第二位袁绩效考核排
湛江市第二位袁获得一等奖袁保持

本报讯渊记者何江江 巫嘉玲冤
2 月 7 日袁 我市召开春运交通安全
工作推进会袁 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部
署要求袁 进一步抓好春运期间疫情
防控和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袁 坚决防
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袁 确保全
市春运期间道路交通平安畅通遥 林
海武尧庞晓冬尧黎亦鸿尧木声隆尧关维
荣尧林小宁尧黄生尧江维峰等市领导袁
市直各单位尧各镇渊街冤主要领导参
加了会议遥
市委书记林海武在会上强调袁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省尧市相关要求袁
全力做好春运疫情防控尧 道路安全
畅通工作袁筑牢安全底线袁协调联动
保安全畅通袁 确保人民群众安心欢
度新春佳节曰 对各类重大隐患做到
早发现尧早报告尧早准备尧早处置袁确
保春节期间不发生群体性事件曰各
镇渊街冤要持续加强森林火灾隐患排
查工作袁加强防火宣传袁加强防火巡
查袁 让全市人民过上一个平安尧文
明尧祥和的春节遥
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庞晓冬要求袁
要提高站位袁 加强对当前形势的研
判袁落实工作责任袁制定周密方案袁
抓实抓好各项安全生产特别是春运
期间交通安全工作措施曰交通运输尧
公安交警要发挥主力军作用袁 周密
细致做好春运各项工作曰 应急管理
和运输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
根弦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袁做实做细
各项风险隐患排查遥

林海武为纳税大户颁奖
良好的发展势头袁正是因为有全市
广大企业家坚持不懈的奋斗和孜
孜不倦的努力遥 站在新的发展阶
段袁 广大企业家要有家国情怀尧平
和心态袁珍惜事业尧干好事业袁实现

揭英隆 摄

更高层面的发展遥 他强调袁为了打
造优质的营商环境袁我市将努力为
企业发展做好服务工作袁一如既往
地支持包括纳税大户在内的全市
广大企业加快发展尧 领先发展袁一

以贯之地关心企业尧 支持企业家袁
形成全市上下支持企业家干事创
业的良好氛围袁推动廉江实现高质
量发展遥
庞晓冬主持会议袁并希望广大
企业家抓住良机袁再创佳绩曰抓优
服务袁激发活力曰扎实发展袁开创新
篇袁以实际行动为廉江建成宜居宜
业宜游的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尧当
好湛江市县域经济发展排头兵作
出新贡献遥
据了解袁2020 年袁我市坚持稳
中求进总基调袁围绕建设宜居宜业
宜游的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的目
标袁 主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袁统
筹推进野六稳冶野六保冶工作袁奋力拼
搏袁 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袁全
市各行各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袁 涌现出
62 家纳税 500 万元以上的优秀企
业袁上缴税金总额 157016 万元遥

林海武庞晓冬率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市领导率队慰问原四
套班子离退休干部
林海武在超市检查食品安全 巫嘉玲
本报讯 渊记者陈军 巫嘉玲
郑浩然 实习记者聂舒婷冤2 月 8
日袁 市委书记林海武和市委副书
记尧 市长庞晓冬分别带队开展节
前安全生产检查袁 确保全市人民
过上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春节遥
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黄生袁副市
长林家春尧江维峰袁以及相关职能
部门领导陪同检查遥
林海武一行先后深入瑞洋制
药公司尧 烟花爆竹点尧 城南汽车
站尧 邮政投递部尧 永福超市等地
方袁详细了解企业消防安全尧节日
物品供应尧车站设施设备安全尧疫

摄

情防控等情况袁 仔细检查超市商
品的生产日期尧保质期袁并了解商
品来源等食品安全问题遥
林海武强调袁春节临近袁人口
流动尧市场需求迅速加大袁超市尧
车站是人流密集场所袁 抓好安全
生产和疫情防控是当前工作的重
中之重袁 要切实抓牢安全生产和
疫情防控的野双防线冶遥 一是重点
场所进出人员必须进行体温测
量尧扫健康码尧带好口罩袁认真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曰 二是从严开展
安全检查袁消除车站尧超市尧烟花
爆竹销售点等场所的安全隐患袁

庞晓冬在农贸市场了解物资供应 郑浩然 摄
不折不扣抓好每个环节的安全管
理工作袁 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
故发生曰 三是要畅通物资进货渠
道袁保证质量袁稳定价格袁全力保
障节日市场稳定供应曰 四是加强
车站设施设备维护和汽运车辆的
路面监控袁严格要求客运司机袁严
防客运司机出现疲劳驾驶尧 开车
打电话等现象袁 确保全市群众平
安出行遥
庞晓冬一行先后检查了城北
市场尧火车站尧龙湖山庄尧永兴供
气站等地方的节前安全生产尧市
场供应和疫情防控方面的措施落

实情况遥
庞晓冬强调袁 农贸市场要做
好生活物资供应和市场价格监
管袁 加大对进货渠道的监管和物
品核酸检测袁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曰车站要落实安全检查措施袁
排查安全隐患袁 确保春运工作平
稳有序曰 建筑工地要牢固树立安
全意识袁压实安全责任袁坚决杜绝
安全生产事故曰 供气企业要增强
安全意识袁提高隐患排查能力袁加
强值班值守袁 保障安全运行和平
稳供气袁 确保老百姓过一个快快
乐乐尧平平安安的春节遥

本报讯 渊记者黄波 实习记者
聂舒婷冤2 月 8 日袁市委常委尧常务副
市长黎亦鸿带队慰问原四套班子离
退休干部袁 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和
健康情况袁并送上春节祝福遥
黎亦鸿一行先后慰问了原四套
班子离退休领导罗岗尧全继春尧邓兆
爵等人袁关切地与他们拉家常袁嘘寒
问暖袁 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和
身体状况袁并送上年糕尧花生油等慰
问品和慰问金袁 送上党和政府的关
怀与祝福袁 感谢他们为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的贡献遥
罗岗尧全继春尧邓兆爵等离退休
干部对黎亦鸿一行前来慰问表示感
谢袁 感谢党和政府一直以来的关心
和帮助袁 他们都对我市的发展前景
充满信心尧满怀期待遥

廉江市石城镇官埇村官埇第
一经济合作社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签发的 叶开户许可证曳袁 核准号院
账 号 院
J5912001216101 袁
44633601040003204 袁现声明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