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园21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二
第 69 期
廉江新闻网 憎憎憎援造躁曾憎援糟燥皂
E原皂葬蚤造押造躁遭圆园园圆岳增蚤责援员远猿援糟燥皂
责编 李文静 美编 李文静

中 共 廉 江 市 委 主 办
廉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
准印证号渊粤 G冤L0160009

我市组织收看收听广
东交通强省建设大会
本报讯 渊记者汤雪梅 张丽冤9
月 7 日袁 广东交通强省建设大会在
广州召开遥 市领导陈恩才尧陈再东尧
朱帝池尧陶加辉袁以及各镇渊街冤尧有
关职能部门领导在廉江分会场收看
收听了大会实况遥
会议强调袁 一要强化综合立体
交通网建设袁 提高畅通循环的支撑
能力遥 着眼野一核一带一区冶区域发
展格局优化省内综合交通网络袁着
眼对内拓展进一步融入国内交通大
网络袁 着眼巩固开放优势进一步提
升国际联通效率袁加快构建野12312冶
出行交通圈和野123冶快货物流圈遥 二
要强化综合交通枢纽功能袁 提升畅
通循环的链接能级遥 加快建设珠海尧
汕头尧湛江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袁推
动其他地市各展所长袁形成野2+3+
8+8冶综合交通枢纽布局遥 坚持抓枢
纽经济强辐射带动效应袁 以强大人
流尧物流汇聚更多商流尧资金流尧信
息流遥三要强化交通运输供给袁提升
畅通循环的整体效能遥 以提质尧降
本尧增效为导向袁推动物流系统畅起
来遥 四要强化交通创新赋能袁厚植畅
通循环的澎湃动力遥 五要强化交通
治理能力建设袁 筑牢畅通循环的保
障体系遥 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袁强化制
度保障尧要素保障尧安全保障袁持续
抓好畅顺春运尧平安交通袁不断提升
治理效能尧释放发展活力遥
会上还播放了广东交通强省建
设工作专题片遥

湛江市交通运输局领
导来廉调研公路建设
本报讯 渊记者 黄业冤9 月 10
日袁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尧局
长林海武率队到我市调研交通道路
建设情况遥 我市市委书记陈恩才袁市
委常委尧常务副市长尧湛江廉江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陈
再东袁市委常委朱帝池等陪同调研遥
林海武一行先后到国道 G325
线合江桥至石岭段尧 县道 X708 改
造项目工程尧省道 S286 良垌段改建
工程尧县道 X722 改造项目工程尧罗
州大道西延伸线项目等施工现场调
研袁详细了解工程建设推进情况遥
林海武在调研中指出袁 廉江市
道路交通建设框架明显袁 发展规划
站位高尧标准高遥 各级各部门要齐心
协力加快推进各项工程建设袁 特别
是要加快国道尧 省道改造和扩建工
作袁 加快推进美丽乡村旅游公路建
设袁打造美丽尧平安尧阳光尧标杆型的
高质量道路交通路网袁 努力创建全
国野四好农村路冶示范县遥
陈恩才要求袁 各相关职能部门
要加强协调袁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袁
争取工作政策和资金上的大力支
持袁共同攻坚克难袁顺利完成各项建
设任务袁 着力为群众解决出行难问
题袁推动廉江大交通建设遥
据了解袁 在上级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袁我市围绕市委尧
市政府工作部署和既定工作目标袁
狠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袁 现有黎湛
线和河茂线铁路共 47.9 公里袁等级
以上公路 5568.9 公里尧公路密度为
196 公里/百平方公里遥 我市被评为
省级野四好农村路冶示范县袁被列为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全国试
点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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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恩才率队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时强调要要
要

坚决守牢生态环境保护底线

陈恩才一行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 何振
宇冤9 月 10 日下午袁 市委书记陈恩
才率队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交办案件袁要求牢固树立野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理念袁真刀

真枪狠抓问题整改袁坚决守牢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底线遥 市委常委尧市
政府党组成员洪海卫袁市委常委朱
帝池袁以及市水务局尧湛江市生态
环境局廉江分局等有关部门领导

陪同督办遥
当天袁陈恩才一行先后深入到
城北街道部分烧烤店尧湛江恒兴珊
瑚饲料有限公司尧长青岭背下水库
总干渠中洞桥尧建集工程公司香山

李文静 摄

河采砂点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交办案件现场袁 察看油烟排
放尧锅炉改造尧垃圾乱堆放尧乱采河
砂等问题的治理情况袁并和相关单
位负责人一起剖析原因袁研究整改

陈恩才率队慰问优秀教师代表

本报讯渊记者许敷 巫嘉玲冤9
月 10 日是全国第 37 个教师节袁市
委书记陈恩才率队看望慰问优秀

本报讯 渊记者汤雪梅 龙伟
华冤9 月 10 日袁市委副书记尧副市
长尧代市长柯俊在有关职能部门领
导的陪同下袁先后到廉江一中和高
桥镇红江小学走访慰问一线教师袁
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美好祝福遥
柯俊一行首先来到廉江一中
看望教师代表袁给他们送去慰问金
和节日的祝福袁并勉励他们立足讲

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代表袁向辛
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
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遥 市委常

委朱帝池尧副市长韩阳以及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慰问活动遥
陈恩才一行先后来到良垌镇

第三初级中学尧良垌镇第五小学和
廉江中学袁 与教师代表一起座谈袁
并为学校和优秀教师代表送上了
慰问金袁感谢他们长期以来立足岗
位尧兢兢业业袁为廉江教育事业奉
献力量尧贡献才智遥
陈恩才强调袁各级各部门要营
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袁主动帮
助学校和关心老师袁为教师更好地
教书育人积极创造条件袁让他们全
身心投入到教学当中曰抓好校园安
全袁 加强校园周边安全隐患排查袁
加大宣传力度袁 全面推动交通安
全尧 防溺水等安全知识进学校袁切
实提高学生安全意识遥 各学校要加
强党建袁班子要团结袁创新办学思
路和理念袁推动全市教育教学高质
量发展曰严格教师管理袁严明工作
纪律和师德师风袁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袁全力打造一支素质高尧作风好尧
业务精的教师队伍遥 老师们要坚定
理想信念袁树立自豪感袁常怀仁爱
之心袁让家长满意放心遥
图为陈恩才给优秀教师代表
送上慰问金遥 巫嘉玲 摄

柯俊率队慰问一线教师
台袁坚持立德树人袁勇担育人使命袁
为廉江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优秀
人才遥
在高桥镇红江小学袁柯俊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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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代表送上慰问金袁并深入了解校
园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以及学生的
吃饭与住宿情况袁要求学校与学生
家长加强沟通袁 做好课后服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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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袁巩固整治成效遥
陈恩才强调袁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提高政治站位袁对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要扭住不放尧
一抓到底袁限期整改到位袁切实解
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
问题曰坚持动真碰硬查问题袁压紧
压实责任袁以最坚决的态度尧最有
力的举措扎实有序推进整改袁同时
加强对办理情况的跟踪监督袁逐一
核查落实整改成效袁确保件件有着
落尧事事有回音曰以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为契机袁举一反三尧全面排查尧
彻底整治各类生态环境问题袁及时
补齐短板弱项袁建立完善生态环境
保护长效机制曰认真办实办好惠民
利民实事好事袁持续改善全市生态
环境质量袁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遥
陈恩才一行还到横山镇排里
桥调研断面水质情况袁要求加强对
九洲江排里断面水质的监测袁及时
掌握水质现状袁有系统性尧有针对
性地加大整治力度袁确保九洲江排
里断面水质持续达标遥

作袁加强安全防范管理袁让学生平
安健康成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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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部署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迎检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许敷 巫嘉玲冤9
月 9 日袁 我市召开环保督察迎检工
作会议遥 市委书记陈恩才袁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尧主任候选人陈炜飞袁
市政协主席吴永光等市四套班子领
导袁以及各镇渊街冤尧市直渊驻廉冤单位
主要领导袁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廉江市协调联络组成员及各专项工
作组组长参加会议遥
陈恩才在会上强调袁 一要高度
重视袁 深刻认识中央环保督察的政
治性尧严肃性和重要性袁把迎检工作
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袁 增强政
治自觉尧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主要
领导要主动到基层亲自部署尧 亲自
协调和亲自推动袁 依法依规坚决抓
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
实曰二要巩固成效袁检查督促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袁 如台账资料的整理是
否齐全尧群众投诉问题是否整改尧辖
区内环境卫生情况等袁 做到查漏补
缺袁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回应袁抓紧整
改推进遥
会议通报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迎检工作有关情况袁 并提出了
工作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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