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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吴智雅 记者邓耀
瑞）5月13日，雷州召开2019年度征兵宣
传工作部署会。通报去年征兵宣传工作
基本情况，并就今年征兵宣传任务进行部
署。据悉，今年该市网上兵役登记13800
人，网上征兵报名有1200人。

据悉，去年雷州市征兵工作积极适应
改革形势，提早搞好宣传发动，不断“刷
新”宣传方式，采取市征兵办与市委宣传
部、市教育局联合召开征兵宣传协调会、
启动流动广播宣传车下基层、制作电视滚
动标语、为每个行政村制作下发“双语”宣
传光碟进行每天“三个半小时”时间播放、
制作派发宣传单、开设咨询站、悬挂横幅、
电话沟通动员、制作宣传节目等方式广泛
宣传，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圆满完成
了征集任务。

据介绍，今年，雷州市的征兵宣传工
作将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把握特
点，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为征兵工作的圆
满完成提供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和思想
政治保证。今年，该市网上兵役登记有
13800多人，网上征兵报名有1200余人。
省征兵办计划招收大学生新兵的比例为
60％，大学毕业生新兵的比例为12％。去
年，省征兵办下达雷州的大学生新兵比例
是40％，大学毕业生新兵比例是5％，该市
完成了大学生新兵比例，但大学毕业生新
兵比例未达标。

为了营造浓厚征兵工作宣传氛围，雷
州市将开展征兵工作系列宣传活动，号召
广大适龄青年参军入伍，保卫祖国边疆。

本报讯（通讯员邓华钦）5月11日至
12日，广东省中小学生创新创造“悦创·
汇”暨第二十届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在东
莞举行。我市代表团61人参加比赛，其中
创客竞赛队伍5支共12人，机器人竞赛队
伍12支共39人。

活动分为创客竞赛和机器人竞赛两
个部分，吸引了我省广州、深圳、佛山、湛
江等20个地级市近2000名师生参赛。在
创客竞赛中，来自20个地市225名中小学
创客小达人组成的75支队伍参加了创客
现场赛，参赛选手使用组委会指定器材创
作作品，并进行ppt作品介绍展示。经过
激烈争夺，我市9位创客选手脱颖而出，共
获得 2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4个三等
奖。其中，市第三十二小学黄俊凯同学因
表现出色，被选作小学组的4个代表之一，
参加中央电教馆在7月举办的国家级赛
事。在机器人竞赛中，各地级市选拔推荐
的491支机器人竞赛代表队共1000多名
学生参加了比赛，我市12支队伍经过激烈
角逐，共有6支队伍成功突围，获得6个三
等奖。

本报讯 （记者陈 彦 通讯员湛 纪
宣）5月 14日，记者从市纪委监委微信
公众号“廉洁湛江”获悉，遂溪县委统
战部副部长、县工商联党组书记林伟
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记者赖寒霜 通讯员张思
燕 涂旖茜）近日，廉江市召开省级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建设工作推进
会，理清思路，推动该市电子商务在农村
更好更快发展，激活商贸经济发展。

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该市科工贸
局、相关银行和电器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各方代表畅所欲言，提出推进
该市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
目建设工作意见建议，并表示将全力支持

配合做好建设工作。
广东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副会长伍

贞就建设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的三个重点进行了解读。她表示，促进
农村产品上行方面，要鼓励传统企业“触
网”，积极动员企业利用第三方电商平台
进行网上销售，推动产品电商化，使农村
电商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引
擎；完善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可
以通过建设和改造的方式建设好县级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乡镇电子商务服务
站和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开展农村电子
商务培训方面，要形成农村电子商务培训
体系。

廉江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廉江红橙、
荔枝等农产品近年来在网上大量销售，农
村电商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廉江市将紧紧抓住作为省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建设的时机，全力推进农村
电子商务发展，政府部门要发挥“指挥棒”

作用，以公共服务平台为基础抓好项目建
设，通过培训等多种形式解决人才紧缺问
题。在创建示范县的各个板块进行相关
培训，并与有关部门企业联动，整合农业
农村局、人社局和团委等相关职能部门培
训资源，形成完整电子商务进农村培训体
系，提升建设示范县工作水平。制定好资
金安排计划表，严格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
用。同时扎实做好资料整理归档工作，保
证资料真实记录、完整有效。

本报讯（记者林宇云 通讯员陈晨）5
月12日是第十一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
月14日上午，由市卫生健康局、市教育局、
市红十字会主办的2019年“防灾减灾暨卫
生应急进校园”主题宣传周活动在市北大
附属实验学校启动。

当身边有人晕厥停止呼吸怎么办？
当有人摔伤骨折怎么处理？活动中，专业
急救人员和志愿者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
训，同学们现场体验心肺复苏、伤口包扎
等紧急救援处理。此外，现场还提供了救
护车、医用防护设备、检测设备等让师生
们参与体验，提升了广大师生防范和应对
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能力。

当天，市卫生健康局、市教育局和市
红十字会签订了我市《医校卫生应急协作
备忘录》，将逐步建立和完善医校协作的
长效工作机制，将医疗机构、疾控中心与
学校对接起来，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
染病疫情情况以及校内各类突发事件紧
急医学救援工作情况及时通报、处置提供
强有力的保障。

据悉，宣传周期间，市直及驻市各级
120急救网络医院对各市直属学校开展现
场讲座、科普宣传、演示互动等系列宣传
活动。各县（市、区）学校也同步开展宣传
活动。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吴
智雅）按照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关
于做好统筹选派农村党组织第一书记
工作的通知》的统一部署，5月14日，佛
山市顺德区常委谢顺辉带领新一轮驻
村第一书记到雷州市开展驻村帮扶工
作，宣布顺德对雷州市新一轮驻村帮扶
工作全面启动。

据悉，雷州市下辖18个镇、3个街
道、475个行政村（社区），总人口约182
万人。全市认定有贫困农业人口的行
政村438个，新时期精准扶贫相对贫困
村73个。农村居民相对贫困户27467
户91630人，其中有劳动能力16741户
77597人，无劳动能力10726户14033
人。中直省直单位帮扶该市15个贫困
村，顺德区帮扶49个贫困村，湛江市直
单位帮扶9个贫困村和24个非贫困村，
雷州市自身帮扶 341 个非贫困村。

2018 年全市实现贫困户 24570 户、
79447人脱贫，脱贫率86.70％。

据悉，自2016年以来，顺德区采取
“镇（街道）牵头、区属部门协作”的对口
定点帮扶模式，由大良、勒流、陈村、北
滘、乐从、龙江、杏坛共7个镇（街道）牵
头，会同44个区有关部门共同帮扶雷
州市17个镇49个相对贫困村4610户
贫困户17195名贫困人口。三年多来，
经过第一轮扶贫干部的不懈努力，顺德
区驻点帮扶村有劳动能力贫困户人均
纯收入从2016年帮扶前的4000多元
到2018年的11000元以上，增长额达
6000元以上，脱贫率达到88％。统筹
扶贫资金6.5078亿元，大力发展产业扶
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党建扶贫、危
房改造、劳动力转移和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新农村建设等扶贫措施，有效
促进了贫困户增收，大力改善村民生产
生活条件，扶贫既定目标一一实现，脱

贫致富的效果非常明显。
会议指出，2019年是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关键之年，要确保全市
2019年脱贫攻坚工作实现95％以上
相对贫困人口达到脱贫标准、90％以
上的相对贫困村达到出列标准，基本
实现脱贫攻坚任务，全面打赢打好
2019年度脱贫攻坚战。会议要求，全
市各级各有关单位要以这次交接为契
机，继续发扬感恩进取精神，不断强化
主体责任意识，认真抓好精准扶贫、对
口帮扶等各项工作，结合两地实际进
一步创新思路、强化措施，以产业共建
为核心，狠抓产业项目落地。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突出问题导向，落实工
作措施，敢于创新、敢于突破，全力加
快各扶贫项目建设。同时，要加强与
顺德区的沟通对接，狠抓扶贫合作，拓
展交流发展空间，全力推动帮扶工作
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郑
坚）5月13日，顶着烈日和酷暑，湛江
港集团公司领导率队到该集团公司
精准扶贫单位吴川市兰石镇名利村
和遂溪县洋青镇文相村指导工作。

调研组与镇、村领导展开座谈，
就新一轮巩固成果、加强党建及新农
村建设等扶贫重点工作进行了交流，
并提出指导意见，要求驻村工作人员
继续发扬扶贫济困优良品德，付出爱

心，沉下心来，干净干事。湛江港集
团将一如既往履行好社会责任，全力
为省市扶贫攻坚工作贡献力量。

据悉，自2016年 5月至今，在上
级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下，湛
江港集团高度重视做好定点扶贫工
作，驻村扶贫工作队认真负责开展相
关工作。至 2019 年 5月，名利村已
有 48 户 126 人实现脱贫，脱贫率
100％，贫困人口年人均收入提高到

9000多元；一批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村容村貌明显改善，村民群众共享新
农村建设成果。

湛江港集团将按照相关要求，
继续选派人员以挂村领导、驻村党
建指导员及驻村工作队身份分别到
吴川市名利村和遂溪县文相村、山
域村配合开展扶贫工作。当日，驻
文相村的新旧驻村人员顺利进行了
交接。

在雷州市纪家镇，许多青少年知晓
“二龙团”的名号，这是一个以青少年为
主体，长期在纪家镇内靠拳头耍威风，靠
棍棒树威信的涉恶团伙，多次实施故意
毁坏财物、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违法犯
罪行为，在当地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称
王称霸，破坏当地社会治安秩序。2019
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深挖根
治，向纵深推进的第二年，雷州市公安局
在湛江市公安局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出重拳、下重手，于今年初成功打掉“二
龙团”涉恶团伙，抓获团伙成员7名，当地
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霸道：横行乡里无王法 是非
曲直由我说

经过警方调查，“二龙团”成形于
2017 年初，由一伙青少年在纪家镇组
成。为便于召集成员，“二龙团”创建“义
薄云天”QQ群，发动成员凑钱，购买统一
服装及刀具，并以纪家镇某奶茶店作为
据点，最高峰时成员达50人。这伙青少
年法律意识淡薄，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
事务时崇尚暴力法则，他们的违法犯罪
行为残暴，案件起因却令人啼笑皆非。
受害人林某四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因
为炫耀驾驶技术遭人追砍。2017年12
月17日17时许，林某四搭载胡某琦等人
经过雷州市纪家镇人民路时，故意驾车
呈S型前进。这一幕恰巧被附近的“二龙
团”成员陈某华、胡某等人看在眼里，他
们觉得对方“太拽”需要教训，于是驾车
持刀追砍，朝车后座胡某琦的背部砍了
两刀，林某四匆忙驾车逃开。过了一会

儿，林某四等人又在路边小卖部门口碰
上陈某华等人，再一次被追砍，林某四被
砍成轻微伤。

2019年2月6日上午11时许，这种
荒唐的案件在纪家镇某宾馆再次上演，
原因是受害人周某奇敲错了宾馆房间
门，这间房里正酣睡着“二龙团”成员陈
某波。睡眼惺忪的陈某波一开门，气不
打一处来，上前一步扭住周某奇从三楼
打到一楼。在一楼宾馆大厅，陈某波顺
手抓起垃圾铲和扫把继续殴打周某奇。
陈某波还跑到宾馆大门外的摩托车上取
刀，打算砍周某奇，周某奇见势不妙，立
即逃离并跑到雷州市公安局纪家派出所
报警。

报复：冤冤相报何时了 恩恩
怨怨无穷尽

从2018年5月份起，雷州市公安局
纪家派出所开始关注“二龙团”违法犯罪
情况，成立专案组调查收集了一批“二龙
团”的服装和刀具等相关证据，一部分青
少年在派出所民警及家人的劝说下，纷
纷退出“二龙团”。同年10月份，雷州市
公安局接到中央扫黑除恶第八督导组转
来的“二龙团”涉恶线索。专案组认真梳
理相关线索，深追细查。期间，民警下沉
乡镇调查取证，询问相关案件的受害人
和目击群众，“二龙团”的一桩桩恶行渐
渐浮出水面。

2018年2月10日凌晨1时许，团伙
成员吴某因家人被符某刺伤，组织陈某
波等几十人手持钢管、木棒、刀具气势汹
汹地聚集在符某住宅门前。吴某嚣张地
下令：“打他全家，拆他住宅！”一群人蜂
拥而入，符某家的门窗、电器、摩托车等
物品无一幸免。

与“二龙团”个别成员有矛盾的对象
是被打击报复的重点。2017年1月6日
17时许，受害人周某玉、周某权等人经过
纪家糖厂路口时，刚好遇上黄某、陈某

辉、陈某波、麦某杰等6名团伙成员，他们
中有人冲周某玉大喊一声：“就是他了！”
团伙成员立马调转车头持刀、木棒追赶，
把周某玉和周某权砍伤。

收网：清风正气荡恶行 正义
之剑斩毒瘤

公安机关对“二龙团”的调查取证时
间将近半年。期间，专案组民警在纪家
镇逐一向案件受害人和目击群众收集证
据。慑于团伙成员凶猛残暴的恶行，不
少群众在调查之初顾虑重重，但办案民
警以严惩犯罪的坚强决心和保护人民的
一片赤诚最终敲开群众的心扉。经过不
懈努力，专案组掌握了该涉恶团伙大量
确凿有力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收网的时
机已经成熟。

2018年11月28日，因家人与对方
有过节便组织人员去打人、拆屋的犯罪
嫌疑人吴某在纪家镇首先落网。随后，
和他一起为非作歹的同伙黄某、陈某辉、
陈某波于2018年底至2019年3月相继
被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晓于2019年2
月1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另外两名
犯罪嫌疑人胡某、麦某杰在2018年10月
3日被广州警方抓捕归案。目前，犯罪嫌
疑人吴某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犯罪嫌
疑人黄某、陈某辉、吴某晓、陈某波涉嫌
故意伤害罪，同时犯罪嫌疑人陈某辉、陈
某波还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移送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胡
某、麦某杰已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
并案移送起诉。

反思：涉恶成员低龄化 祖国
花朵需呵护

成员低龄化，是“二龙团”涉恶团伙
的显著特点。据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
成员介于14岁到20岁之间，正处于未成
年人向成年人过渡的时期，有着极为强
烈的争强好胜心理，但同时心理尚未完

全成熟，知识经验不足，又得不到及时、
正确的指引，因而形成与常人有很大区
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龙团”
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出发点不为牟取不
法利益，而是想靠拳头“出人头地”，他们
以敢恶敢打为荣，甚至以曾经受到司法
机关打击处理作为“出来混”的资本。

家庭作为人生的第一港湾，对青少年
的成长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侦办“二龙
团”的民警接触了绝大部分涉案成员的父
母，认为他们的管理或教育方法或多或少
存在着问题，“这些孩子父母给的爱不是
多了，就是少了。如果把孩子比喻成一株
幼苗，父母的爱便是甘霖，水浇得多幼苗
会被淹死，水少了幼苗会渴死。”

犯罪嫌疑人麦某杰被抓获后，他的
父母后悔不迭，对民警说：“我们夫妻俩
白天忙着干活赚钱，晚上回家累得只想
睡觉，很少关心儿子。后来听人说儿子
经常打架，我们才开始抽出时间教他劝
他，但已经太迟了。”而另一名涉案未成
年人的父母则过分溺爱儿子，儿子打人，
他们不以为然；儿子被打，他们到对方家
里大吵大闹讨说法。“二龙团”成员相继落
网后，该少年的父母仍一口咬定儿子是无
辜的，即使有错也是别人的错。父母过分
纵容、不辨是非的溺爱最终把孩子宠成一
个无法无天、不知敬畏的小霸王。

经过2018年底至2019年初公安
机关的雷霆打击，昔日在雷州市纪家镇
威风一时的“二龙团”涉恶团伙荡然无
存。当地百姓，尤其是青少年家长感到
很欣慰，他们说，当地不仅社会秩序稳定
了，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也纯洁清朗了。
青少年是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期，也是滋
生不良行为的危险时期，需要特别的关
怀呵护。与青少年最亲近的父母和师长
要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加强教育和防
范，社会各相关职能部门也要加强社会
面管理，为青少年健康快乐地成长营造
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

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陈
明）5 月 10 日，湛江市 2019 年无偿献
血工作会议召开，总结 2018 年度全市
无偿献血工作情况并部署 2019 年重
点工作。

2018年，我市无偿献血工作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第八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
进城市，部分单位及个人荣获全国无偿献
血促进奖，部分志愿者荣获全国无偿献血
星级志愿者。

我市无偿献血事业形成“政府主导、
部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
围，实现了全市临床用血 100％来源于
无偿献血的工作目标。原国家卫计委于
2018年 4月 1日起要求停止互助献血，
取消互助献血前后，我市采取多项措施
应对，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全年无偿献
血基本满足临床用血需要，在提升群众
幸福指数、建设健康湛江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目前
无偿献血工作面临的形势，把握重点，扎
实推进无偿献血各项工作的协调健康发
展，结合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扩大宣
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力争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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