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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系统举
行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 渊记者 龙伟华冤3 月 4
日袁 市政府系统举行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尧 习近平总书
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
庆祝大会的讲话精神和视察广东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宣讲报告会遥
市委宣讲团成员尧 市委党校经
济教研室主任许伟雄应邀前来作宣
讲报告袁 他从深入认识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尧 深刻领会
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
实质以及全面把握总书记赋予广东
的总定位尧总目标等方面进行宣讲遥
这次宣讲报告会袁 进一步增强
了市政府系统干部的政治能力尧政
治判断力和政治执行力袁 激发大家
争当一名有激情尧在状态尧敢担当尧
善作为的党员干部遥

罗州街道开展庆
祝“三八”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 揭英隆冤3 月 8
日袁 罗州街道组织全体女干部开展
野学党史尧颂党恩尧做党的好女儿冶暨
庆野三八冶教育实践活动遥
当天袁 罗州街道妇女干部职工
到遂溪县的孔圣山传统文化教育基
地开展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尧传承华
夏文明美德冶主题教育活动袁到安铺
镇尖仔村参观抗日革命老区红色教
育基地和新农村袁重温入党誓词袁开
展野学党史尧颂党恩尧做党的好女儿冶
暨庆野三八冶教育实践活动袁缅怀革
命先辈的丰功伟绩袁 感受红色旗帜
的不朽精神遥
通过参加活动袁 进一步激发了
妇女干部职工的爱党尧爱国尧爱岗情
感袁 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弘扬巾
帼不让须眉的作风遥

横山镇举办巾帼
创业故事分享会
本报讯 渊记者陈一栋 陈培源
黄波冤3 月 8 日袁横山镇举办野巾帼
心向党尧奋斗新征程冶创业故事分享
会遥
分享会上袁 该镇 3 位优秀女性
代表分别分享了她们在工作和生活
中的奋斗故事和心得感悟遥 她们的
创业故事袁 充分展示了该镇各行各
业女性开拓进取尧艰苦奋斗尧自强不
息尧坚韧刚毅尧智慧豁达的新时代风
采袁 并以榜样的力量温暖和激励大
家创造更多优异的成绩袁 为社会增
光添彩遥
横山镇有关领导表示袁 通过分
享优秀女性创业故事袁 同时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袁 激励和动员更多女性
朋友为幸福生活而努力拼搏遥

廉江人力超市迎来首批组团“客人” 市行政服务中
心开展学雷锋
本报讯 渊记者陈杨柳 郑浩
然冤继 2 月 19 日取得野开门红冶之
后袁3 月 5 日袁 廉江人力超市又迎
来了首批组团前来应聘的 野客人冶
要要
要石颈镇 27 名富余劳动力遥
当天上午 10 点多袁 一辆载有
27 名石颈镇求职者的专车徐徐开
进市人社局袁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
下袁求职者快步走进该局一楼的人
力超市袁 在门口 LED 大屏和相关
资料简单了解企业有关信息后袁便
到招聘企业工作台咨询袁详细了解
适合自己相关岗位要求及薪酬待
遇遥
现场共有八家企业现场设台
集中招聘袁招聘岗位 214 个袁总人
数近 400 人袁 招聘最多的是普工尧
销售等遥 据招聘企业工作人员介
绍袁刚开始进驻人力超市时信心不
大袁但经过十多天的招聘袁效果十
分明显袁企业用工有了保障遥
市人社局多渠道尧多角度推进
招聘平台建设袁建立野人力超市冶袁
为招聘企业和求职者提供精准对
接袁助力乡村振兴遥 在原来野逢十招
聘冶这个品牌的基础上袁再推出野天
天招聘冶袁 通过密集发布就业供求
信息袁大力宣传就业政策尧企业文

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李廷赋 通讯员
林河忠冤3 月 5 日袁市行政服务中心
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以 野传
承雷锋精神尧献礼建党百年冶为主题
的志愿服务活动遥
当天袁 该中心党员志愿者服务
团队在樱花公园开展活动袁 为群众
提供政务服务咨询尧12345 市民服
务热线咨询尧野廉江 12345冶 微信小
程序操作指引等志愿服务遥 活动中
共发放关于政务服务事项的 叶办事
一本通曳200 册袁服务群众 260 多人
次袁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遥

农村富余劳动力组团来人力超市应聘工作 郑浩然
化尧 劳务品牌和用工岗位需求等遥
同时袁与各乡镇无缝对接袁有针对
性根据不同企业用工及求职者需
求袁逐步实现人岗精准匹配袁最大

摄

和乡镇对接袁由乡镇发动农村富余
劳动力进入人力超市求职曰另一方
面加强与用人企业的联系袁做好企
业同求职者的精准对接遥

一片丹心报桑梓

因为想改善家乡父老乡亲贫
困落后的面貌袁 她放弃在药企所
取得的成就及高薪的工作袁 回乡
自主创业袁 带动贫困农户种茶脱
贫致富遥短短二十年袁她将名不见
经传的茗皇茶打造成为全国名茶
行列中的佼佼者遥 她就是全国妇
女代表大会代表尧 广东省人大代
表尧湛江市工商联副主席尧廉江市
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尧 广东茗皇茶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丹遥

要记廉江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尧广东茗皇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丹
要要
本报记者陈彪 陈一栋 劳春林 陈培源

皇茶连续五届荣获全国名优茶质
量评比金奖袁 连续六届荣获广东
省名优茶质量竞赛金奖袁 多次获
得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
奖遥 中瑞邦交野哥德堡冶号访华袁茗
皇茶被作为中国名茶代表赠给瑞
典国王遥
不忘初心 热心公益

返乡创业

带头致富

李丹大学毕业后袁 辞去公职
进入药企袁短短几年时间袁她便以
创新的营销策略带动公司经营飞
速发展袁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遥
一片丹心报桑梓浴 对李丹来
说袁 家乡始终是自己的根遥 1999
年袁李丹毅然辞去高薪工作袁回到
家乡长山镇创业遥
当时长山镇虽有 14 万亩山
岭袁但大部分未开发利用遥 温湿气
候适宜种茶袁 李丹决定协助父亲
投资 5000 多万元袁办起了广东茗
皇茶业有限公司袁 建起现代化大
型制茶厂遥
为更好地带动村民们脱贫致
富袁公司推出了野公司+基地+农
户渊合作社冤冶的管理模式袁无偿提
供种茶技术和茶苗给农户袁 指导
农户严格按照有机食品的标准进
行生产管理袁 保价收购茶青进行

李丹在研究茗皇茶叶品质
加工销售遥 村民们看到了种茶脱
贫的希望袁纷纷加入种植遥 通过种
茶袁有些村民盖起了小洋楼袁买了
小汽车袁生活条件大大改善遥
目前袁 茗皇茶业已拥有茶园
10000 多亩袁帮助 3000 多户贫困
农户走上种茶致富之路遥 有机茗
皇茶发展到周边十几个镇袁 种茶
面积发展到 30000 多亩袁 年产干
茶 7000 多吨袁 直接带动 12 万农
户种茶致富遥
创新经营

打造品牌

学经济管理出身的 李丹知
道袁 农业发展要走规模化尧 产业
化尧品牌化之路遥 当她在育苗基地
种下第一批茶苗时袁 她心里已经

吉水镇开展丰富多彩
活动庆祝三八妇女节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通讯员
宋柳婷冤连日来袁吉水镇组织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 野三八冶 妇女
节袁展现巾帼时代风采遥
该镇相继开展了野巾帼心向党尧
奋斗新征程冶 庆祝三八妇女节座谈
会尧野庆三八尧 绽风采冶 插花技能比
拼尧野庆建党百年尧展巾帼风采冶主题
活动等遥
在吉水镇水东烈西村的野三八冶
妇女节 111 周年暨野庆建党百年尧展
巾帼风采冶主题活动现场袁妇女村民
们载歌载舞袁用广场舞尧歌曲尧小品
等形式歌颂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
化袁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袁
同时展现了农村妇女的时代风采遥

限度上满足富余劳动力实现家门
口就业遥
该局劳力股股长李智德介绍袁
人力超市建立后袁该局一方面积极

陈一栋 摄

开始酝酿一个产业发展的宏图院
做高端的有机茶袁 打造 野百年茗
皇冶品牌遥
公司与华南农业大学尧 广东
省农科院茶叶研科所尧 浙江大学
等野国家茶叶技术体系冶开展技术
合作袁坚定野有机种茶尧生态养茶尧
制造好茶冶的理念袁坚持野不施化
肥尧不用农药冶袁制定独特种植管
理规程袁营造优良的防害尧控害生
态环境袁取得独特的成效遥
公司创新开设野统一形象尧统
一品牌尧统一价格冶的专卖模式专
卖店袁树立了野一包一泡皆珍品冶
的经营理念袁 在全国各大中城市
发展加盟商袁以点带面袁不断扩大
产品的市场占有量遥
品有机茗皇袁享健康人生遥 茗

李丹致富不忘回馈社会袁一
直致力于公益事业袁 为群众办好
事办实事遥 公司先后为公益和民
族事业捐款 1000 多万元袁特别是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袁 多次驰援湖
北袁给白衣勇士捐赠被誉为野植物
熊猫冶的茗皇金花茶袁价值 300 多
万元袁助力全国抗疫遥
李丹的公益慈善之路袁 从自
主创业开始就没停下过脚步遥 她
支持家乡修路尧 帮助村委改善办
公条件尧资助学校建设尧资助贫困
学生尧 慰问特困户尧 结对帮扶孤
儿尧帮助农村青年创业尧免费培训
农民工噎噎长期以来袁 数不清的
小小善举袁凝聚了她满腔的爱心遥
野公益事业也是企业家的责
任袁 取之于社会袁 就要用之于社
会袁 我们企业要担负起更多的社
会责任袁 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遥 冶李丹如是说遥

石城镇启动“学
雷锋志愿服务
月”系列活动
本报 讯 渊记者 陈军冤3 月 5
日袁石城镇在铜锣埇小学举办野学雷
锋志愿服务月冶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暨 野国旗下的讲话窑雷锋精神大家
谈冶主题队会袁通过主题演讲引导师
生重温尧学习并传承好雷锋精神遥
石城镇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并指
出袁要营造野学习雷锋同志袁弘扬雷
锋精神冶的良好氛围袁希望同学们刻
苦学习袁助人为乐袁尊敬师长袁团结
友爱袁 并将学习雷锋与勤奋好学相
结合袁把自己培养成四有新人袁在生
活中展现青春风采袁 争做新时代的
雷锋传人遥
据了解袁 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期
间袁 石城镇将陆续开展学党史 野红
色冶志愿尧清洁行动野绿色冶志愿尧医
护人员技能大比拼野白色冶志愿尧到
敬老院走访送暖野银色冶志愿等野多
彩冶志愿服务遥

弘扬雷锋精神
树立石岭新风
本报讯 渊记者李廷赋 通讯员
李建江冤3 月 5 日袁石岭镇组织开展
野送健康送温暖爱心义诊冶野敬老院
关爱慰问冶等一系列活动袁营造了健
康尧友爱尧互助的良好社会氛围遥
当天上午袁野送健康送温暖爱心
义诊冶活动在石岭镇公园门口开展袁
医务工作者为过往群众量血压尧测
血糖尧讲解病历袁耐心细致地分析就
诊群众的身体状况袁传授合理用药尧
健康饮食的经验袁深受群众好评遥 下
午袁 志愿者为石岭镇敬老院的老人
送去慰问品袁与老人拉家常袁并为老
人修剪头发尧手指甲等遥
义诊活动和敬老院慰问活动袁
在传承雷锋精神的同时袁 也增强了
群众的健康保健意识袁 切实将关爱
老人的举措落到实处遥

禾雀花开惹人赏 花开馥香醉蜂蝶

游客纷纷拍照留念 温鹏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温鹏冤野好美
啊袁真像禾雀袁第一次见过这么美
丽尧独特的禾雀花浴 冶来自湛江市
区的黄女士袁 对眼前开得正盛的
禾雀花赞不绝口遥 连日来袁和寮镇
根竹嶂生态森林公园内的禾雀花
开得艳艳丽丽袁 吸引众多游客前
往野打卡冶尧观赏遥
禾雀花位于根竹嶂生态森林
公园一带山谷上袁记者看到袁许许
多多 直接生长在藤 蔓 上 的 禾雀
花袁 一大串一大串的吊挂在树藤
上袁密密麻麻袁相聚相拥袁犹如众
多的禾雀串在一起袁 每串少则三

五个袁 多则十多二十个袁 串串下
垂袁形象逼真袁惟妙惟肖遥 每朵禾
雀花都带有小小的翅膀袁 小巧玲
珑袁俏皮可爱袁远远看去袁既像串
串葡萄袁 又似万鸟栖枝袁 十分壮
观遥 微风过处袁 阵阵花香扑鼻而
来袁沁人心脾袁吸引大批蜜蜂嗡嗡
鸣叫袁蝴蝶翩翩起舞遥 正所谓院禾
雀花开惹人赏袁花开馥香醉蜂蝶遥
记者了解到袁 不少游客是因为看
到各自朋友圈里晒出这里禾雀花
盛开的照片后袁 才组织一家大小
或呼朋结伴前来这里体验赏花乐
趣的遥 有的单位还趁野三八冶妇女

节到来之际袁 专门组织女职工到
这里踏春赏花袁 让职工们过一个
快乐祥和的妇女节遥 游客们见到
这么妍美的禾雀花袁十分开心袁连
声赞叹袁并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袁
拍照留念遥
据了解袁 根竹嶂生态森林公
园还拥有连片 5000 多亩原始次
生椎树林袁是全省面积最大尧最优
美袁 保护最完好的原始次生椎树
林袁 已被广东省林业厅确认为生
态公益林基地遥 去年底自玉湛高
速开通后袁 周边县市游客便纷纷
前来旅游观光袁踏春赏花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