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本地
责编/版式 梁成福

E-mailE-mail：：ywrb@gdzjdaily.com.cnywrb@gdzjdaily.com.cn
2019年5月6日 星期一A02

“廉江，村村耀彩袅袅婷婷缠绵橙
乡。春江花月夜心花尽情绽放，远方的
朋友我们把盏称觞，甜脆的岭南佳果尝
未尽，又见明月当空照遍秀丽廉江……”
近日，在廉江市青平镇文化广场，轻快的
歌声在人群中响起，市民们满脸惊喜，寻
声望去——是当下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说
唱歌曲，内容是他们所熟悉的身边人、身
边事。

这是廉江市新组建的文艺小分队举
行的“每周说唱”活动，也是该市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其中一项创
新举措。

“每周说唱”，把精品文艺演出送到千
家万户，唱出橙乡和谐，唱出新时代文明
之声。

作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省级
试点县（市、区），去年以来，廉江市紧紧围
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结合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关
切群众需求，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不断充
实服务队伍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
提升文明实践水平，提高服务效果，全面
推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工作。

“说唱”当地人和事，充分展示
地方文化

无论是社区还是学校，不管是企业还
是农村，廉江的广大群众都可能随时接触
得到“每周说唱”。

“‘说唱’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艺
术表演形式之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创
新的表演方式，让党的声音传递到最基
层。”廉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关负责
人如是说。

今年以来，廉江市充分利用戏剧曲艺
人才资源，在继续做好“文化惠民大篷车”
送戏下乡的同时，在文艺演出内容和表演
形式上进行创新，由廉江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提议发起并具体指导、由廉江市戏剧
曲艺家协会承担，组建了文艺小分队，深
入廉江市的城乡各地，利用广场、公园、学
校、企业、社区、乡村等场所举行“每周说
唱”活动，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通过文化文艺弘扬新风尚、宣传新政策，
凝聚力量，统一思想。

以说唱为主、以原创本土节目为主
打，“每周说唱”演出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内容涵盖说书、演唱、粤曲、小品、乐器演
奏、哎歌对唱等，每周换一地点进行演出，
带给廉江人民不少惊喜。

“本土哎歌对唱《运河丰碑》表演得很
好，我们听了觉得很亲切，想起了当年祖
辈建设青年运河的热火朝天的岁月！”“本
地红色文化说书《烈士关泽恩的故事》《女
英李旭莲的故事》很有教育意义！”“我比
较喜欢《月下廉江》！”……谈起这“每周说
唱”，不少市民竖起了大拇指。

据了解，“每周说唱”大部分内容节目
原汁原味，通俗易懂，听来自然亲切，深受
基层群众欢迎。同时，活动还以说唱的形
式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大力宣
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注重与本土文化结合，群众喜
闻乐见

“每周说唱”活动不受场地限制，这支
文艺“轻骑兵”走到哪儿演到哪儿，广场、
公园、学校、企业、社区、乡村等地随地可
演，有舞台可演、没有舞台照样可演，无论
白天黑夜，灯光一亮、音响一开，节目就开
始，十分灵活方便。

场地小、费用少、灵活运作，真正做到
了“花小钱办大事”；表演形式轻快精炼，
也为群众观赏演出、参与演出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

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贴近群众的生
活，是“每周说唱”的最大特色。

“结合湛江红色轻骑兵下基层的活
动，我们深入挖掘本市红色文化。比如，
组织说唱的《黄平民故事》，讲的就是当地
民主革命人士的生动故事，广大群众就聚
精会神地听，收到明显的革命传统教育效
果。”廉江市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谭建清
说，“同时，采用当地的语言说唱，到本市
西北讲哎话的几个镇演出就唱哎歌表演，
到讲雷话的西南几个镇演出用雷歌表演，
让群众更有亲切感。”

此外，“每周说唱”还与各镇村有关活
动结合，共同演出节目。每到各镇演出之
前，文艺小分队就提前与各镇文化站联系
有关出当地节目事宜，让各镇结合当地实
际，拿出拿手好戏，既丰富了节目内容，又
进一步提高地方文艺工作者表演水平。

“当地人看当地人表演，更投入、更容易引
起共鸣。”

2018年，廉江市“每周说唱”唱出橙乡
和谐案例在湛江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
新案例征集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廉江市文明办主任刘利华表示，“每
周说唱”还将根据各地的情况不断更新表
演内容，尽量演出具有当地特色的“说
唱”，让戏剧说唱更具观赏性、吸引力和生
命力。让群众在观看节目、参与演出、感
受艺术的同时，对演出的内容现场点评，
并邀请专家点评，不断改进，不断提高“说
唱”的表演水平，让“每周说唱”成为本土
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下一步，我们希望不断扩大辐射面，
使整个‘橙乡’的社区乡村都在传唱自己
正能量的故事和传说。”

开展群众“点单服务”，使党的声
音“飞入寻常百姓家”

“每周说唱”活动是廉江市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廉江市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和湛江市委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部署，把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作为加强和改进
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
建设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来抓，努力打
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该市把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
作作为政治任务、一把手工程来抓，成立
市、镇（街道）、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并分别由市、镇（街道）、村
（社区）三级党组织一把手挂帅任主任、
所长、站长和志愿服务总队、志愿服务队
队长。

目前，该市已建成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1个，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1
个，市直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个，村
（社区）文明实践站391个，实现了市、镇、
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全覆
盖。同时，成立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总队1个，服务分队8个，服务小队416
个；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21个，村（社区）文明实践服务队391个。
各级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共开展文明实
践活动1439场次，服务群众13万多人次。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该市突出思想
引领，教育引导群众。去年以来，廉江以
市委宣讲团为班底，组织涵盖学校老师、
镇村干部、五老人员等草根宣讲团，深入
镇村直面农村群众，采取讲故事、唠家常、
快板、应知应会知识问答等形式，开展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
十九大精神等理论宣讲活动，使党的创新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中，该市从群众
的需要出发，编制“服务菜单”，开展群众

“点单服务”，使文明实践活动更贴近基
层，贴近群众。在谋划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中，突破以往“干部唱戏、群众看戏”“干
部台上讲、群众台下听”的固有模式，让群
众积极参与到文明实践活动中来，在文明
实践中获得需要、满足和提升。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黄小雁）5
月5日上午，湛江市召开2019年妇儿工委
工作会议。会议贯彻省妇儿工委工作会
议精神，总结我市实施规划工作情况，部
署下一步推动实施湛江市妇女儿童发展
规划工作，要求切实解决妇女儿童发展重
点难点问题，确保我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目标任务全面实现。副市长、市妇儿工委
主任崔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妇儿工委
各成员单位委员、联络员和各县（市、区）
妇儿工委主任、副主任及办公室主任等80
多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妇儿工委和各成
员单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统领，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妇女儿童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进一步深化对妇女儿童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增强做好新时期妇女儿童工作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以全面完成本轮两个规划指
标为目标，高标准定位、高水平看齐、高质
量推进，使妇女儿童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
高、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生存发展环
境得到有力提升，在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中推进我市妇女儿童工作加快发
展。要紧紧围绕目前我市实施规划工作
中重点难点问题，对标对表两个规划目标
任务，认真梳理本地本部门实施规划中的
薄弱环节，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攻坚克
难时间表，着力解决我市妇女儿童工作重
点难点问题，全面推动我市两个规划各项
目标如期达标，以优异成绩迎接2020年终
期评估。

又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黄小雁）当
日，我市还召开了妇女儿童发展规划重难
点指标推进会，副市长、市妇儿工委主任
崔青以及各县（市、区）和市妇儿工委重难
点指标扛标单位参加会议，各地和各有关
单位分别就如何推动重难点指标工作作
了表态发言。

会议强调，全市规划实施进入了关键
冲刺阶段，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尽快补齐规划短板指标，以切实
可行的计划、完善的制度、强有力的措施、
必要的投入，确保规划各项目标指标如期
达标；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合作攻关和
工作联动，形成共同推进规划目标指标全
面达标的工作合力；要强化监测预警和评
估督导，围绕重点难点指标，建立工作目
标责任制，将重点难点指标推进工作纳入
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形成推动规划顺利实
施的良好工作机制。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赤
坎区认真贯彻落上级系列决策部署，把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坚持把专
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
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
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
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并在营造氛围、线索摸排、工作督导上下
足工夫，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
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保护伞”不
放，集中力量开展重点案件、重点问题、
重点地区“三个攻坚行动”，深挖彻查、依
法查处和严惩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持续
攻坚克难，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这场攻坚战。

五个“始终坚持”强力推进扫黑除恶

一是始终坚持高站位。赤坎区委、区
政府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始终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
把手”工程来抓，高站位布局、高起点谋划，
确保专项斗争强势推动、高效运转。该区
多次组织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区党政主要
领导密集到各级各部门调研督战，层层传
导压力；2018年9月，该区以最高规格迎接
中央扫黑除恶第8督导组第5下沉组到我
市的督导；2018年10月，该区进一步加强
对扫黑除恶工作领导，由区委主要领导担
任领导小组组长。

二是始终坚持强整改。该区高度重视
中央扫黑除恶第8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和
移交线索的办理，成立了以区委主要领导
为组长的整改领导小组，先后召开区委常
委（扩大）会议、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
会，专题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对中央督导
组反馈的全省存在共性问题及我市存在的
具体问题，该区制定整改落实方案，明确整
改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做到立行立改、举
一反三，雷厉风行抓落实。对中央督导组、

省委第七巡视组、市委第四交叉巡察组、市
扫黑除恶第五督导组关于扫黑除恶方面工
作巡视发现问题或巡察、督导反馈意见，该
区高度重视，立马整改，做到不折不扣落实
到位。

三是始终坚持广宣传。赤坎区积极采
取传统宣传手段与新媒体宣传相结合的方
法，多措并举开展扫黑除恶专项宣传，如印
制举报黑恶势力线索的宣传小册25万份
发到家家户户、明确提供有效线索最高奖
励1万元。目前，已发放奖励金4人次2万
元。2018年5月18日，该区举行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千人誓师大会。2018年6月以
来，该区先后举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
演讲比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模拟法庭
进校园”活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文
艺晚会”、“基层党组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主题宣讲活动”等各类大型宣传活动，持续
保持扫黑除恶宣传热度。今年春节前，该
区提前谋划，精心策划将扫黑除恶宣传融

入春节文体活动、村庄“年例”活动中。如
寸金街道大年初一在寸金公园结合游园活
动宣传，中山街道在中山二路步行街举办

“浓浓元宵情、欢乐千万家”的文艺表演宣
传活动，表演节目紧密结合扫黑除恶、禁
毒、反邪教、普法等元素，其中还专门设计
了扫黑除恶有奖问答环节，进行相关知识
宣传。调顺村、文保村、福建村、丰厚村、新
坡村等村庄在“年例”活动中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活动等。

四是始终坚持建组织。去年，该区将
文章村党支部、东山村党支部、文保村党总
支部、东园村党支部列为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赤坎区委分别成立了4个工作组驻
村开展重点整治。目前，文章、东园、文保
三个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补选重选工作已
圆满完成，东山村党支部整改工作也在有
序进行中，其中文章村整治的经验已总结
并正在复制，采取强有力措施整顿其他软
弱涣散村（社区）。针对基层党建和基层治

理存在的突出问题，该区研究制定整治措
施，全面完善机制制度，努力做到强化整顿
标本兼治，在基层党建、组织建设、规范管
理、党务村务监督等方面制定完善了一系
列制度机制。

五是始终坚持重打击。赤坎区政法部
门聚焦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形成坚
强合力予以雷霆打击，对涉黑恶案件坚决
做到快侦、快诉、快判，对黑恶势力给予强
大的震慑。同时，区政法部门与区纪委监
察委构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移送和协
同办案机制，建立同步通报、同步立案、同
步调查、同步移送起诉，有效打击党员干部
涉黑恶“保护伞”。

严厉打击取得阶段性战果

赤坎区按照边排查边扫除的思路，坚
持“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有伞打
伞”，在营造氛围、线索摸排、工作督导上下
足工夫，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
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保护伞”不放，集
中力量开展重点案件、重点问题、重点地区

“三个攻坚行动”，始终保持压倒性打击态
势，取得了阶段性战果。

截至今年4月底，全区共排查涉黑恶
及其“保护伞”线索 309条，公安机关立
涉黑恶案件 85 宗，破获涉黑恶案件 83
宗，查获涉黑恶势力团伙 26个，共抓获
涉黑恶嫌疑人206人，刑拘162人，逮捕
121人；检察机关起诉涉黑恶案件14件
37人，6件 28人已被法院依法判决且已
发生法律效力；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支
部4个，查处村干部6人，查处“关系网”1
人；查封、冻结、扣押、追回涉案资产4亿
多元；先后查处一宗涉案金额1亿元村委
干部涉恶大案、破获一起涉案金额高达3
个多亿的涉黑大案，为广东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最安全稳定、最
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贡
献赤坎力量。

湛江市妇儿工委工作会议召开

聚焦重点攻坚克难
全力推动我市妇女
儿童工作实现新突破

廉江市全面推进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

“每周说唱”唱出“橙乡”和谐
本报记者 陈彦 通讯员 张思燕

“每周说唱”文艺活动在安铺镇欢乐广场精彩上演。 （廉供）

“全力扫黑除恶，建设平安赤坎”千人誓师大会在湛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资料图）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杨桂荣）
2018年 3月12日，赤坎公安分局迅速出
警，在赤坎某国际酒店609房解救出一名
被非法拘禁长达两个月之久的男子（名叫
肖某能，现年50岁，湖南省人）。同时，抓
获涉嫌非法拘禁犯罪嫌疑人5人，成功打
掉一个涉黑恶势力实施非法拘禁的犯罪
团伙。

2018年3月12日15时许，报案人范某
庆报案称，其丈夫肖某能被人拘禁在赤坎区

某某酒店内，要求出警解救。接报后，赤坎
公安分局迅速出警，仅用15分钟，就在目标
地——赤坎某国际酒店609房解救出一名
被非法拘禁长达两个月时间的男子肖某能，
并将在现场参与看守的犯罪嫌疑人陈某良、
陈某付、林某豪、林某忠等人抓获。是日22
时许，办案民警又马不停蹄在赤坎区某小区

抓获该案犯罪嫌疑人王某归案。
经审讯查明：被害人肖某能于2015年

向犯罪嫌疑人王某借款500万元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后肖某能无法按期偿还借款给
王某，2018年1月14日下午，王某纠集其
弟弟（在逃）等人将肖某能带到酒店囚禁，
之后王某电话通知犯罪嫌疑人陈某良过来

帮手看守肖某能，陈某良又通知陈某付过
来帮忙看守，2018年2月初，陈某付又通知
林某豪、林某忠过来看守。被害人肖某能
在酒店内被犯罪嫌疑人王某、陈某良、陈某
付、林某豪、林某忠实施非法限制人身自
由，时间长达2个月。

该案犯罪嫌疑人对实施非法拘禁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王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依法刑拘。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实施非法拘禁 5人落网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杨
桂荣）地处湛江市中心城区的城中村
文保村，享受城市巨大资源便利的同
时，也收获着城市化带来的巨大经济
利益。然而，因为“硕鼠”的存在，大
笔的集体财产纷纷落入个人的口袋，
村民苦不堪言。随着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全面推开，这只盘踞文保村多
年的“硕鼠”终于被打掉，还挖出了一
个牵涉面广的贪腐窝案。

2018年3月21日，赤坎区纪委监
委对赤坎区南桥街道办文保村党总
支原书记、村委原主任、文保北村经
济合作社原社长何某春涉嫌挪用公
款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经查明，
2008年至2017年期间，何某春利用
担任文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文保北村经济合作社社长的职务
之便，挪用、侵占文保北村集体资金1
亿多元，同时他还涉嫌利用职权主动
索要有关房地产开发商800多万元以
及代表文保北村向公职人员行贿100
多万元等违法犯罪事实，总涉案金额
高达1.1亿多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湛江市纪委
监委的指导下，调查组在案件查办
过程中不是简单的就案办案，而是
采取有效方式拓展案源，由何某春
一案成功牵出赤坎区原区委书记
陈某雄一批公职人员涉嫌职务犯
罪以及涉黑涉恶“保护伞”、“关系
网”线索，并成功追回涉案赃款
2000多万元。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程中，
何某春是监察体制改革以后湛江地
区的首例留置案，也是我省粤西地区
近十年来涉案金额最大的村干部贪
腐案件。该案的成功查办，为我市其
他单位查办把持基层政权、垄断农村
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案件
提供了先行的经验。

据悉，以上案件从村干部、社会
老板到区委书记，共有11名涉案人员
被立案审查，10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其中处级干部2人、科级干部2
人、村干部3人、社会老板3人。

严打黑恶犯罪 建设平安赤坎本报记者 邓耀瑞 通讯员 杨桂荣 扫黑除恶扫黑除恶
重拳出击重拳出击

“乡村硕鼠”鲸吞亿元
“保护伞”被连根拔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