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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办慰问志
愿者及文明劝导
员暨表彰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 黄永沐冤2 月 8
日袁 我市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举办 2021 年春节慰问志愿者及文
明劝导员暨表彰活动袁 给他们送去
节日的关怀和问候遥
座谈会上袁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长
关维荣对我市广大志愿者及文明劝
导员的无私奉献和大爱精神给予充
分肯定袁 同时要求各志愿服务队加
强组织建设袁 尽快成立志愿者联合
会袁更好地围绕市委尧市政府各阶段
的中心工作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曰积
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袁 带动更多人
加入到志愿者队伍当中遥
团市委书记梁思明主持会议袁
并就下一阶段如何做好志愿服务工
作进行部署遥
各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在会上介
绍了团队近期活动情况遥
会议对伍仲强等 20 名 2020 年
野廉江市最美志愿者冶袁 廉江学生志
愿者联合会等 5 个 野廉江市优秀志
愿服务组织渊团队冤冶进行了表彰遥
会后袁 关维荣等领导还到市文
化广场志愿驿站尧 人民公园红绿灯
路口慰问志愿者及文明劝导员袁送
去市委尧市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遥

走访慰问送关爱
点滴真情暖人心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付雪梅冤2
月 7 日袁石角镇委书记宣明尧镇人大
主席刘付美武等市镇人大代表分别
到野鸭塘尧山合尧横新尧相古坑等村
委会开展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袁走
访慰问退休干部尧 退伍军人尧 老代
表尧老党员尧贫困户等袁给他们送去
党委政府的关怀和节日的问候遥
慰问中袁 人大代表们详细了解
慰问对象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袁
给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袁 并致
以美好的新春祝福渊如上图冤遥
此次慰问活动袁 让困难群众感
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袁 拉近了人
大代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袁使
人大代表更好地了解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心声袁更好地为民履职遥

罗州街道基层社会组
织联合会节前送温暖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 通讯员
林家银冤2 月 1 日袁罗州街道基层社
会组织联合会与爱心商家尧 志愿者
一起开展野幸福新春尧关爱同行冶节
前慰问暨疫情防控宣传志愿服务活
动袁 给罗州街道 10 个社区的 30 户
困难户送去大米尧食用油尧年糕和棉
被等袁让他们过上暖冬尧过好春节遥
送出一份关爱袁点燃一份希望遥
本次活动得到了一些爱心企业家的
大力支持袁 出资购买了大米尧 食用
油尧年糕尧棉被尧电炒锅尧口罩等物
品遥 参与活动的志愿者分别深入到
罗州街道 10 个社区袁一边慰问困难
户袁一边宣传防疫知识袁把党的关怀
和温暖送到困难户家中遥
活动由罗州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指导袁 罗州街道社会组织联合
会党支部尧 罗州街道网络文化党支
部尧南街党员志愿队尧启乐儿童康复
中心志愿队等参加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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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塘镇召开村（社区）
“两委”干部大会

市住建局与工行廉江支行开展支部结对共建活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赖增军 钟培
强冤为促进新一届村渊社区冤野两委冶
干部尽快适岗履岗袁 以扎实的工作
作风开创新局面袁近日袁雅塘镇举行
2021 年新一届村渊社区冤野两委冶干部
大会遥 该镇有关领导袁全体村渊社区冤
新一届野两委冶干部参加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新一届野两委冶干部
承载着雅塘未来五年农村经济发展
和新农村建设的重任袁是开拓进取尧
创业干事新局面的创造者袁 要进一
步解放思想袁理清思路袁严格履职袁
扎实工作袁 争取在任期内干出更多
令人信服的成绩袁 努力成为群众真
心拥护尧真心支持的农村带头人遥
会议还就村级换届选举后续尧
安全生产尧疫情防控尧森林防火尧信
访维稳尧人居环境整治尧春季征兵尧
党风廉政建设尧 乱占耕地专项整治
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遥

本报讯渊记者林达琳 通讯员
罗斯林冤2 月 3 日袁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机关第一党支部与中国工
商银行廉江支行党支部举行以野
党建引领聚合力袁 共建融合谋发
展冶为主题的支部结对共建签约仪
式遥
工行湛江分行党委委员尧行长

助理陈学强表示袁开展支部结对共
建活动袁是工行廉江支行与廉江市
住建局进一步探讨创新政府机关
与企业开展党建联动工作的有益
尝试袁也是巩固深化全面战略合作
关系的重要契机袁 更是携手共进尧
协力共赢的有力举措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党

委书记尧局长梁小龙表示袁双方始
终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袁在多个项
目建设中做到了合作共促尧合作共
赢袁希望通过本次共建活动袁进一
步巩固深化双方合作关系袁在房地
产市场监管等领域实现困难共帮尧
难题共排遥
据了解袁 本次支部结对共建袁

为双方党员干部学习交流搭建了
重要平台袁 丰富党建工作内涵袁创
新党建工作模式袁进一步激发党员
干部凝聚力和战斗力袁形成党建和
业务工作相互借鉴尧相得益彰的良
好格局袁推动党建实现野互联共建尧
互助共赢冶袁为建党 100 周年献礼遥

书法名家进乡村 挥毫泼墨送春联
本报讯渊记者 林达琳冤春节将
至袁年味渐浓遥 为满足广大群众民俗
文化需求袁 营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氛
围袁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袁近日袁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主办袁市委宣传部尧市文联和市书法
家协会承办的野迎新春尧送春联冶活动
正式拉开帷幕遥
连续几天袁 我市部分国家级尧省
级书法家深入到横山镇尧 雅塘镇尧新
民镇的乡村袁挥毫泼墨袁将一幅幅苍
劲有力尧潇洒飘逸的春联送到群众手
中袁把浓浓的年味儿和新春的欢乐带
给群众遥
当群众接过一幅幅饱含祝福的
春联尧一个个充满喜气的福字袁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遥
据了解袁我市野迎新春尧送春联冶
活 动 深受 群 众 欢 迎 袁 共 送 出 春 联
5000 幅遥
图为野迎新春尧 送春联冶 活动现
场袁书法家们为群众免费书写春联遥
林达琳 摄

吉水镇开展“姐
妹携手齐抗疫”
口罩捐赠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通讯员
宋柳婷冤近日袁吉水镇开展野姐妹携
手齐抗疫冶口罩捐赠活动袁该镇妇联
发动妇女捐赠口罩 3600 个袁全部分
到 18 个村渊居冤委会袁这些口罩将发
放到困难妇女尧 留守困境儿童等困
难群体手中遥
活动旨在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
控工作袁 解决困难妇女和留守困境
儿童缺少防疫物资的问题袁 让他们
感受到妇联的温暖和贴心袁 感受到
党和政府细致入微的关怀袁 过上一
个快乐祥和的春节遥

谢鞋山风景区又添七个新景点
本报讯 渊记者林达琳 何江
江 郑浩然冤近日袁谢鞋山野生荔
枝林旅游风景区精心打造 7 个新
景点袁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遥
冬天的阳光温暖和煦袁 正是
爬山登高的大好时光遥 记者一行
带着摄影器材和摄像器材袁 跟随
着游客的脚步袁 走进谢鞋山风景
区袁只见环境清幽袁流水潺潺袁百
年古荔和文秀塔的神韵令人陶
醉遥 拾级而上袁 除了欣赏到仙女
池尧皇帝贡园尧贵妃贡园尧翰林书
院遗址尧文秀塔等传统景点袁还惊
喜地发现增加了几个景点袁 包括
谢龙泉尧明陶水壁尧水涌金钱尧鹤
舞荔林尧双桥小岛尧鱼跃龙门尧玄
武池等袁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遥

鹤舞荔林 林达琳 摄
来自广州的游客王 先生表
示袁之前到过廉江很多次袁但还是

第一次到谢鞋山风景区游玩遥 王
先生认为谢鞋山风景区挺不错

的袁环境很好袁山清水秀袁呼吸起
来感觉特别轻松遥 他说袁谢鞋山本
身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名字袁 文化
底蕴深厚袁 以后会再来领略其魅
力袁 而且会推荐更多亲戚朋友到
谢鞋山风景区游玩遥
据了解袁 谢鞋山风景区是一
个集奇尧幽尧秀尧古于一体的旅游
胜地袁自然资源得天独厚袁文化沉
淀神秘传奇遥 谢鞋山因明朝翰林
编修杨钦进士荣归故里时承蒙皇
帝赐鞋一双而得名袁 是感恩文化
的传承地袁也是荔枝发源地袁有一
万多棵古荔枝树袁 是中国内陆唯
一连片最大的野生荔枝群落袁极
具观赏尧品尝尧科研价值遥

做好疫情防控 田园寨春节期间正常开放
本报讯渊记者 李文静冤记
者从田园寨风景区管理处获
悉袁该景区春节期间正常开放袁
并严格控制客流尧 严格管理人
员尧严防人员聚集袁切实做好景
区疫情防控工作遥
记者在田园寨风景区看
到袁游客购买门票后袁在大门处
接受体温检测袁 并在登记表上
填写姓名尧电话等信息袁随后才
有序进入景区遥 园内游客分散
游玩袁保持适当距离袁尽情享受
难得的休闲娱乐时光遥 据该景
区有关人员介绍袁 景区公共场
所及设施坚持每日定时消毒袁
入园人员必须戴口罩尧 登记信
息尧测量体温等袁景区单日和瞬
时游客承载量都不超过核定最

大承载量的 75%袁游客可以玩得
放心遥
据了解袁田园寨风景区坐落
于石城镇茶山村袁 成立于 2016
年 7 月袁 项目总规划面积约
10230 亩袁总投资约 12 亿元袁是
粤西地区首家开发面积达万亩
以上的大型乡村旅游项目之一遥
5D 玻璃桥尧 空中漂流尧 山水湖
泊尧景观道路尧脚踏船尧高空滑
索尧摇摆桥尧水上漂流尧射箭尧桃
花岛尧水上舞台尧丛林穿越尧五彩
滑道等娱乐项目和配套景观袁让
游客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够充
分放松袁徜徉在田园寨幽静小路
的同时袁可以体验到刺激尧新鲜尧
难以忘怀的游乐项目遥

游客在体验刺激的空中漂流项目 钟源安 摄

民盟安铺支部
开展主题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李廷赋 通讯员
莫佐冤2 月 5 日袁民盟安铺支部与湛
江盟市委领导一起开展主题活动袁
回顾党盟合作的光辉历程袁 总结盟
支部参政议政尧 服务社会及组织建
设的工作遥
民盟安铺支部是我市统战工作
的一面旗帜袁 多年来卓有成效开展
工作袁多次获得盟中央尧盟省委等组
织表彰袁 盟员的提案多次被评为各
级优秀提案遥 2021 年是中国民主同
盟成立 80 周年尧民盟安铺支部成立
70 周年袁 该支部决心继承传统袁凝
聚共识尧携手奋进袁以新担当尧新作
为做好工作袁谱写党盟合作新篇章遥

丽波酒店外地员工
全部留在廉江过年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 何江江
吴沛雯冤 近日袁 湛江丽波酒店举行
野共克时艰窑牛转乾坤冶野过年不回
家窑丽波也是家冶 奖励优秀员工活
动袁 丰富了留在廉江过年的员工活
动文化遥
野必须把过年的氛围搞起来袁让
留在廉江过的年的员工生活丰富起
来遥 冶丽波酒店有关负责人表示袁由
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袁 酒店取消今年
年会袁 将年会的费用转化成给每人
发放年货大礼包遥在春节期间袁酒店
还将加强餐饮供应袁增加菜品袁同时
开展更多的拓展活动袁 让留在廉江
过年的员工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遥
据了解袁丽波酒店来自贵州尧四
川尧湖北尧湖南等省的外地员工将全
部留在廉江过年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