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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供销社领导到我市开展调研活动
本报讯渊记者黄波 李文静冤9
月 7 日尧8 日袁 省供销社党组成员尧
监事会主任李彦旭袁省供销社财会
处处长陈胜文一行到我市开展调
研活动袁要求我市供销社充分发挥
联农带农作用袁帮助农户打通产销
野最后一公里冶袁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和效益袁 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创
收袁推动乡村振兴遥
李彦旭一行在湛江市供销合
作联社党组书记尧 主任叶文新袁我
市副市长江维峰等的陪同下袁先后
深入良垌镇尧长山镇和青平镇调研
指导工作袁详细了解我市供销社综
合改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和行动
计划落实情况尧冷链物流骨干网和
农产品直供配送中心等重点项目
建设情况袁以及深化供销合作社公
共型农业社会化服务改革试点项
目建设情况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
况尧野粤供易贷冶等农村金融服务推
进情况遥
李彦旭指出袁要深入了解农户
需求袁站在农民角度提供服务和支
持袁并运用大数据平台尧手机应用
等方式助力农业现代化升级袁着力
解决中小农户品种尧技术尧管理尧销
售尧资金尧品牌和信息不对称等痛
点袁提升中小农户农产品品质与价
值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袁积极开展村级供销

本报讯 渊记者何 江江 黄波
苏剑文冤9 月 9 日袁我市在广东文理
职业学院召开 2021 年秋季征兵工
作定兵大会袁 通过电脑系统随机派
号确定全市 204 名兵员的入伍去
向袁确保定兵工作公平尧公正尧公开遥
副市长卓志强在会上指出袁市
征兵办尧各镇渊街冤和相关部门要抓
好新兵的教育跟踪管理和各项保障
工作袁 抓好未被定兵人员的思想疏
导和稳定工作袁 面对面耐心解释好
征兵政策曰严抓疫情防控袁走好新兵
起运交接前的野最后一公里冶曰加强
对征兵工作的组织领导袁 确保廉洁
征兵真正落地落实遥 同时袁希望被定
兵人员安心服役袁 争取在部队这个
大熔炉淬炼成才袁多立战功袁为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贡献遥
据了解袁 今年我市秋季征兵任
务数 204 人袁经过初审初检尧体格检
查尧政治考核尧联查联审尧役前教育
层层选拔袁 最后通过摇号系统最终
确定兵员的去向遥

社联农带农工程袁充分发挥供销社
联农带农作用袁为农业生产提供全
程社会化服务袁促进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袁助推新农村示范建设和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袁培育农村新的经济
增长点袁增加集体收入袁促进农民

增收曰构建放心农产品产销对接网
络袁帮助农户产品卖得更远尧价格
卖得更高袁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

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遥
图为李彦旭一行到我市开展
调研活动遥
李文静 摄

又中 1000 万！我市三年内四次中出千万大奖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群众追回多收办
证费用 23 万多元
本报讯 渊记者林达琳 通讯员
赖增伟冤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扎实推
进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袁为
群众追回多收办证费用 23 万多元袁
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遥
近日袁 家住安铺镇某小区的吴
女士通过 12345 服务热线投诉袁反
映其居住的小区开发商收取 1000
元的办证费袁 实际办证费则为 80
元袁 但该小区开发商拒不退还多收
的费用遥
接到投诉后袁 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执法人员立即与投诉人联系袁详
细了解情况遥通过查阅相关文件尧咨
询相关办证部门袁 该局执法人员了
解到袁 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为每件
80 元袁 开发商可以代办产权证袁但
应当公示代收代办的收费项目尧收
费标准袁并标明由消费者自愿选择遥
该局执法人员对该小区开发商
的售楼中心进行现场检查时袁 发现
存在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和公示收
费的行为遥 在调查清楚事实的情况
下袁 该局执法人员发出责令退款通
知书袁 要求该小区开发商在规定期
限内退还多收的费用遥
在退款的过程中袁 该小区开发
商辩称聘请了专业办证团队袁 实际
支付了办证期间人员的工资尧餐费尧
加班费尧代办费等费用袁并召集业主
代表尧社区书记尧主任代表等三方进
行协商袁 同意收取代办费 300 元和
工本费袁退回其余多收费用遥
为了解协商退款情况袁 该局执
法人员走访了该社区居委会袁 并电
话回访该小区业主袁 部分业主不同
意三方协商的退费标准袁 要求退回
所有多收费用遥 随后该局执法人员
又陆续收到该小区多名业主对收费
问题的投诉遥
为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袁 该局
执法人员多次约谈开发商袁 要求在
规定期限内退回多收费用袁 未按要
求退回将从重处罚遥 在该局执法人
员的努力下袁 开发商最终退回所有
多收的费用袁 为群众追回多收费用
23 万多元袁群众无不拍手叫好遥

我 市 204 名 兵
员电脑派号确
定入伍去向

本报讯渊记者 龙伟华冤9 月 5
日袁我市同济南路一家体彩实体店
又爆出 7 星彩 1000 万元大奖袁这
离今年 4 月 7 日我市城区实体店
中出大乐透 1000 万元不到半年时
间遥 这也是继 2019 年我市购彩者
中两次千万大奖之后袁三年内已有

四次千万大奖花落廉江遥
9 月 9 日上午袁该体彩实体店
举办庆祝活动袁现场免费为群众派
发彩票袁场面热闹非凡遥 湛江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尧湛江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尧廉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有关领导参加活动袁并为该实

体店的业主及销售员颁奖遥
据介绍袁中奖者葛先生渊化姓冤
最喜欢投注 7 星彩袁以自选尧组合
号码等投注方式为主袁偶尔也会机
选袁不论哪种投注方式袁他都有一
个习惯要要
要倍投遥
近几年袁我市成了公益彩票购

彩者的 野中奖福地冶浴 2019 年我市
城区体彩实体店中出 2 注大乐透
一等奖袁分别 1000 万元和 1065 万
元曰今年 4 月 7 日袁我市中出体彩
大乐透一等奖 1100 万元袁 时隔不
到半年袁又爆出 2 注 7 星彩一等奖
1000 万元遥

廉江农行农户信用贷款首发仪式在安铺镇老马村举行

首批 9 位农户共获得 145 万元信用贷款
本报讯渊记者林达琳 陈军冤9
月 10 日上午袁 廉江农行农户信用
贷款首发仪式在安铺镇老马村举
行袁首批 9 位农户共获得 145 万元
的信用贷款袁 用于发展农业生产袁
其中最高额度达 50 万元遥 这标志
着廉江政银合作开启了新篇章袁全
力助力乡村振兴遥
当天一大早袁安铺镇部分农户
就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到老马村袁准
备参加野乡村振兴尧我们在行动冶廉
江农行农户信用贷款首发仪式遥听
说一部手机即可实现在线申请尧在
线用款尧在线还款袁这些农户都非
常期待遥
仪式开始后袁9 位农户有序地
上前办理贷款手续袁正如他们之前

所想象的那样袁 整个贷款过程简
单尧便捷尧快速袁打开手机袁动动手
指袁就收到了手机短信提示袁一笔
孕育希望的贷款立马到了他们的
账户遥 农户陈伯高兴地说袁此次他
申请到银行贷款 50 万元袁 解了燃
眉之急袁他将用这笔资金逐步扩大
养殖生产规模袁发展好水产养殖遥
市金融工作局局长杨卫表示袁
积极发挥金融对乡村振兴的重要
支撑作用袁切实提升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的效率和水平袁是该局扎实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尧深入推进野我为
群众办实事冶 实践活动的具体表
现遥 廉江农行农户信用贷款首发仪
式袁正式开启了市金融助力乡村振
兴示范点工作袁以点带面袁实现廉

江市金融到农村野零公里冶袁使当地
农村成为一个野人人可就业尧人人
可创业冶的新农村遥
农业银行廉江支行行长朱凯
琨表示袁农业银行湛江分行将我市
列为湛江市重点支持区域袁加大信
贷投放力度袁在 5 年内向我市乡村
振产业和项目提供整体意向授信
额度 100 亿元袁重点支持廉江提高
农村农业现代化水平遥 该行按照上
级部署袁把服务乡村振兴作为新时
代野三农冶金融服务工作的总抓手袁
确保实现服务乡村振兴业务速度尧
质量尧效益的有机统一遥 该行将不
断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袁持续推
出惠农益农的信贷产品袁在该行办
理建档 e 贷袁纯信用袁额度最高 50

万元袁随借随还袁循环使用遥
据了解袁农业银行廉江支行将
持续推出惠农益农的信贷产品遥 一
是针对农业企渊事冤业尧农民专业合
作社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经
济组织袁 特别推出乡村振兴产业
贷袁满足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袁以及
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中短期资金周
转需求袁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信用
贷款遥 二是针对提供湛江市内房产
作为抵押物的农户袁可匹配特色惠
农 e 贷袁满足农户生产经营流动资
金周转需求袁贷款额度在 800 万元
内遥 三是针对有营业执照或经营场
地租赁合同的农户袁 可办理建档 e
贷袁纯信用袁额度最高 50 万元遥

秋日茶园
在廉江市德道茶叶科技有限公司的
茶基地袁 秋日的茶园还是一片生机勃勃
的景象袁茶树叶片肥厚油亮袁就连新长出
的嫩芽也是十分肥壮遥 该茶基地负责人
郑永球介绍袁 这与他科学种植技术息息
相关遥
郑永球推崇种植茶树不喷杀虫药的
技术袁如果有虫就剪掉或者采摘袁保持天
然原生态遥 在冬天才给茶树施肥袁挖沟埋
花生麸袁一年施一次肥就足够遥 临冬施花
生麸是科技的体现袁一是冬天农民休耕袁
劳动力充足曰二是可以提高土温袁延长根
系生长时间曰 三是挖沟可松土袁 改良土
壤曰四是挖沟可断茶树根袁重新生长的毛
根能更好吸收养分袁对茶树有好处遥
李文静 肖挺 摄影报道

市人民医院全
力推进“五大
中心”建设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 通讯员
潘汝佳 钟成昆冤近日袁市人民医院
召开五大中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袁 要求各相关科室充分利用急诊
五大中心平台资源袁 进一步提升综
合服务能力袁 保障急危重症患者得
到及时尧快速尧有效的诊治遥
近年来袁 市人民医院重心倾斜
改善门诊急诊技术服务管理效益袁
精准对接野五大中心冶袁加大软硬件
投入袁加快院内急诊的流程再造袁将
优质医疗资源前移到急诊袁 建立多
学科联合诊疗救治模式袁 致力打造
野零时间冶野零空间冶野零流程冶的野零
通道冶现代化大急诊救治平台袁提升
区域急危重症救治水平袁 切实把好
事办实袁把实事办好袁增强群众就医
获得感和幸福感遥

返乡创业遭遇难题
移动公司上门解决
本报讯 渊记者 劳春林冤9 月 9
日上午袁 廉江市通闻养殖场负责人
将一面写有野护航企业发展尧服务无
微不至冶 的锦旗送到中国移动廉江
分公司有关领导手上袁 感谢该公司
为养殖场开通了一条宽带网络专
线袁解决了企业的发展难题遥
位于塘蓬镇的通闻养殖场袁由
廉江籍青年于去年 4 月返乡创办袁
一方面与正大公司合作发展标准
化尧规模化生猪养殖袁另一方面与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
究所合作共建廉江特色新兴水果基
地袁属于种养一体化基地袁预计总投
资近 700 万元遥 由于该养殖场距离
最近的村庄木大坑村也有 2 公里袁
一直没能装上宽带网络袁 给企业发
展带来了诸多不便遥
今年 7 月袁 该养殖场负责人尝
试着拨打中国移动公司客户服务热
线电话野10086冶反映了这一情况袁没
过多久就接到了中国移动廉江分公
司的回复电话袁 并迅速派出工作人
员到达现场勘探袁 设计宽带网络拉
线方案遥 8 月中旬袁该公司施工人员
进场施工袁冒着酷热和暴雨袁立起来
22 条水泥线杆袁将宽带网络专线拉
到了养殖场遥
通闻养殖场负责人表示袁 中国
移动廉江分公司想企业所想袁 急企
业所急袁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服务袁
充分体现了该公司的社会责任感袁
更代表着廉江营商环境的日益提升
优化遥

廉江市营仔镇仰塘村西埇
经 济 合 作 社 渊 账 号 院
愿园园圆园园园园园园远缘愿苑远远员 冤遗失中国人
民银行签发的开户许可证副本袁
核准号院允缘怨员圆园园园怨圆圆员园圆 袁声明作
废遥

湛江市雷州青年运河管理
局 廉 南 管 理 所 ( 账 号 :
632001040003554) 遗失中国人民
银行签发的开户许可证正本袁核
准号:Z5912000004501 袁 声 明 作
废遥

廉江市塘蓬镇前合山村 93
号黄本略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21 年 1 月签发的居民身份证袁
现声明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