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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志强）历经一个
月的升级改造，赤坎幸福路和民主路的

“白改黑”工程已经完工，目前这两条道
路已解除封闭围栏，并划上交通标识，正
式开放通车（如图，通讯员 王志强 摄）。

民主路全长约627米，宽约14米，
升级改造路段为民主路北（晨光小学）至
民主路南（南华市场）；幸福路全长约
690米，宽约14米，其中民主路连接民
生路方向约220米，民生路往海北路方
向约150米。据悉，“白改黑”升级改造
工程是在原道路上加铺改性沥青混凝
土，在沥青铺设过程中，由于两条道路的
路面宽度较小，车流量和人流量又大，且
靠近学校和医院等，施工难度不小。为
了尽量减少施工对交通和市民出行的影
响，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组织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交警部门进行现场踏
勘，认真研究、精心组织施工方案，力保
工程按时保质完成。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司机：赤坎幸福
路和民主路的“白改黑”升级改造工程完
工后，由民主路北即晨光小学往民主路
南的南华市场方向，以及民主路连接民
生路方向，仍为单向行驶道路。

近日，遂溪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农
业农村局、卫生健康局、遂溪县精神文明
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9个县直部门联合发
布《遂溪县农村“厕所革命”行动方案》，到
2020年底前，全县实现农村无害化卫生户
厕建设基本普及。如此多部门联合发文
推进一项民生工程，这是该县少有的一件
新鲜事。

该县“厕所革命”行动方案明确：2019
年底前，全县自然村按实际需求完成农村
公用厕所新建和改造任务数50%,全县农
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98%,其中农
村人居环境示范镇、北坡镇新农村示范
片、35个省定贫困村要实现农村无害化卫
生户厕普及率100%。2020年底前，全县
自然村按实际需求完成农村公用厕所新

建和改造任务，全县实现农村无害化卫生
户厕建设基本普及，管护长效机制基本建
立。2022年，农村公用厕所、无害化户用
厕所建设和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厕
所粪污全部得到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
用，管护长效机制得到完善，公厕文明形
象进一步优化，农民群众如厕和卫生习惯
进一步改善。

为强力推进“厕所革命”，该县层层落
实了责任分工，县人民政府负总责，各镇
政府负责组织本地区农村“厕所革命”各
项工作，县相关职能部门都有明确的责任
分工。县财政局将农村“厕所革命”纳入
县级乡村振兴资金支持范围，支持指导乡
镇统筹整合用好涉农资金，发挥财政资金
撬动作用，全面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并
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督工作。全县15个镇
在农村厕所规划、用地、立项、审批、用水、

用电等方面依法依规给予倾斜支持，通过
土地、资金、税收等配套措施，强力推进农
村厕所建设改造和长效管护各项工作。
全县建立了监督考核机制，强化考核评
估，将“厕所革命”进行到底。

记者了解到，该县推进“厕所革命”，
不乏亮点和典型示范。比如遂城镇利用

“厕所革命”打造乡村旅游路线、打造“网
红”景点，加大对豆村、仙凤、大家等贫困
村的资金投入，每条村已建好公共厕所、
人畜分离特色区。豆村下洋村民小组在
县委的大力支持下，结合红色旅游规划签
定“门前三包”卫生管理制度，打造一条从
马六良农庄至金龟岭农庄再到下洋村的
红色旅游路线。通过对农村厕所的精心
打造，以及特色的人畜分离区，让该处景
区成为“网红”打卡之地，游客争相游玩、
拍照之地。

据界炮镇坦塘村干部介绍，在市政
府办和南粤银行的支持下，通过发动群
众自筹及利用新农村建设项目帮扶资
金，帮助坦塘下辖6条自然村实现了公共
厕所全覆盖。全村345户贫困户家家建
起了无害化卫生户厕，卫生环境得到极
大改善。

据省定贫困村北坡镇架岭村分管新
农村建设工作的干部介绍，该村20户以
上的自然村共有12条，村委会利用帮扶
单位的帮扶资金、村民自筹资金、财政专
项配套资金、工程公司的带资垫付资金
等进行农村公共厕所建设，目前已有7条
自然村建起了公共厕所，还有5条自然村
正在抓紧推进。此外，全村634户贫困户
全部建起了无害化卫生户厕，一举解决
了如往茅厕包围村庄，到处污水横流、臭
气熏天的窘境。

本报讯 （记者梁海飞 通讯员郑雅
梁立成）5月22日，记者从湛江徐飞农业
服务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公司
使用植保无人机为徐闻县种植户的香蕉
喷洒药剂防治金龟子病虫害，收到统防统
治的良好效果。

当天，记者随该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
到城北乡走访，香蕉种植农户许文模告诉
记者，他种植的8亩香蕉挂果后，全被金龟
子虫叮咬。通过使用植保无人机喷洒药
剂后，病虫害得到有效防治。

据介绍，使用植保无人机防治病虫
害，既可节约用药量，降低劳动强度，减少
防治成本，又可提高防治效果。

遂溪推动“厕所革命”让农村更干净
明年底前基本普及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

本报讯（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庞晓红）
5月20日至26日是首个“全国化妆品安全
科普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安全用妆，点
靓生活”。为增进公众对化妆品安全的理
解和认知，引导科学理性消费，维护化妆品
安全，坡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大型超市、
化妆品专卖店、美容院粘贴化妆品宣传海
报，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宣传法律
法规及化妆品安全知识，引导消费者合理
选购化妆品。

同时，该局还开展化妆品安全进校园
科普活动。5月21日下午，该局在坡头区
一中举行宣传周活动,警示学生要谨慎对
待化妆品广告宣传，提醒学生消除化妆品
使用误区，纠正部分学生盲目追求产品效
果或治疗作用的不正确认识，增强学生安
全意识。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预防学生溺水工
作，5月24日上午，麻章区教育局在麻章
区体育中心举办预防学生溺水体验式教学
培训活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负责人共
120人参加。

培训以实例阐述了防溺水工作的重要
性，要求参培人员认真学习，掌握好防溺水
技能，并在学校做好宣传与分享。

培训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是理论学习，第二阶段是观摩实操。广东
海洋大学鹿徽教授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
出地分析讲解了溺水事故频发、多发的原
因，并结合现场模拟展示溺水事故的情景，
形象生动地讲授了自我保护、自救和正确
科学施救方法。活动现场学习氛围浓，互
动频。生动的体验式教学赢得了参加培训
人员的好评，让大家受益匪浅。 （教讯）

本报讯（记者林明聪 通讯员涂煌）5
月26日，记者从吴川市总工会获悉，该市
结合当地货车司机群体的实际，按照“选准
支撑、实体带路”的思路，多措并举，在15
个镇（街道）组建了货运车司机工会小组，
吸纳366名货车司机加入工会组织。

据悉，为了适应新时代工会组织工作
需要，吴川市总工会按照上级工会的部署，
采取有效措施，推进货运司机集中入会工
作，取得了较好成效。吴川市在册货运车
辆1011辆，正常运营的司机约900人，货
运企业3家。该市采取单独建、行业建、区
域建等多种形式，最大限度把货运司机吸
纳到工会组织中。该市总工会组建了货运
行业工会联合会，15个镇（街）分5个片
区，分别组建5个联合工会，吸纳货运司机
入会，全面铺开货运司机集中入会工作。
该市总工会在325国道覃巴路段建设吴川
市“货运司机之家”，为司机提供贴心服务，
并将货运司机纳入送温暖、金秋助学、困难
帮扶、法律援助、职工互助保障等工会服务
对象。同时加强服务维权、整合资源、汇聚
力量，向货运司机送保障、送福利，让货运
司机看到加入工会实实在在的好处，感受
到工会组织真真切切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霞公宣）
5月21日凌晨2时35分，霞山公安分局解
放派出所接110指令：民享路19号有车辆
起火。民警接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与消防
队员一同扑灭火患。

民警抵达起火现场时，发现一辆摩托车
及一辆小汽车在熊熊燃烧，浓烟滚滚，并有
向周围小汽车蔓延之势。民警迅速疏散群
众，同时不顾个人安危，提着灭火器冲向火
场。灭火器喷完后，火势难熄。民警又往返
多次跑到20多米外的一间酒店提取灭火器
扑救。经过10分钟的辛苦扑救，火势向小汽
车蔓延得到阻击。此时，霞山消防大队消防
人员也赶到现场，将所有明火扑灭。

此次大火，无群众受伤。值得一提的
是，民警在忘我灭火过程中，多次被地上横
放着的铁水管绊倒，共有4人脚背、膝盖、
手臂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目前，具体起
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讯（记者张蔓莉）5月25日，
湛江市技师学院第十一届技能节暨校园
开放日、校园招聘会、粤菜师傅培养联盟
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据悉，湛江市技师学院第十一届技
能节为期两个月，以“新时代、新技能、新
梦想”为主题，对标世界技能大赛、国家
技能大赛，遴选出47个竞赛项目，涵盖
5大系专业，为老师们、同学们搭建了一
个大展身手的舞台，进一步弘扬劳模精
神和工匠精神，大力推动该校“以赛促
学、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建”，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营造崇尚技能的
良好社会氛围，为培养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作出贡献。

在启动仪式上，粤菜师傅培养联盟
和“广东省粤菜师傅培训基地”、校企共
建实训中心（基地）在该校正式挂牌成
立，并聘请湛江御唐府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高飞为该校烹饪大师，设立高
飞大师工作室，全面启动实施“粤菜师
傅”工程。

据了解，“粤菜师傅培养联盟”以湛
江市技师学院为依托，旨在围绕推动粤

菜师傅培养，打造一个资源共享的共建
平台、优势互补的互助平台，通过联盟成
员之间开展信息沟通、资源共享，建立

“粤菜师傅”人才实训基地、顶岗实习就
业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共同开展订单培
养、技能大赛、技能扶贫、业务合作、课题

研究等活动，全方位、多层次、紧密型的
深度校企合作，全面提升我市粤菜师傅
培养质量。

当天，还有130多家企业进校招聘，
现场提供5000多个工作岗位，湛江市技
师学院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形势良好。

本报讯 （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王志
强）5月26日上午，市特殊教育学校内欢
声阵阵，爱心融融。为让该校儿童过个快
乐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湛江市女企业家
协会第四小组的姐妹们赴该校开展“六一”
关爱儿童献爱心慰问活动。

当天，她们为该校的学生们送去了新
校服、新课外书籍一批，在场参与慰问活动
的企业家伍绮芬、谢丰收、陈广霞了解到孩
子们的处境后，表示将以个人名义再捐献
100套校服，加上小组成员的捐赠共计
400套，让更多的孩子们能穿上新校服，过
上快乐的“六一”国际儿童节。

据了解，连续四年来，市女企业家协会
姐妹们坚持关心困难、特殊儿童的成长，组
织姐妹们开展献爱心系列活动，切实履行
企业的社会责任，竭力为这些特殊儿童们
提供帮助，给予孩子们更多的关爱和温暖。

我市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为市特校孩
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和社会关爱，把关
怀和教育当作最好的礼物送给孩子们，让
他们健康成长，感受社会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吴智
雅 戴李春）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好环境
整治“硬仗”，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5
月25日，雷州市客路镇召开会议对该镇
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再部署
再推进，同时组织全镇行动，开展声势浩
大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稳步推进
环境整治工作常态化，收到良好效果。

据了解，客路镇全域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目标任务是：在2019
年 6月底前，各村（居）完成2018年的

“工作旧账”，全镇村庄完成“三清理”
“三拆除”“三整治”环境整治任务60％
以上，清理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
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杂
草杂物、积存垃圾等；2019年年底前，
全镇村庄完成“三清理”“三拆除”“三整
治”环境整治任务，80%以上村庄达到

干净整洁村标准；2020年年底前，全镇
90%以上村庄达到干净整洁村标准；
60%以上行政村达到美丽宜居村标准；
2021年年底前，全镇所有村庄达到干
净整洁村标准；80%以上行政村达到美
丽宜居村标准。

在客路镇委、镇政府的号召组织下，
全镇各行政村、自然村和机关企事业单
位立刻行动，积极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
种资源，组成多部门联合整治队伍，在该
镇的客路居委会及山尾李村及迈坦村等
处，冒着烈日打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战
役。记者看到，整治行动用上了挖掘机、
铲车、运载车等机械工具，沿途拆除乱搭
接的电线和非法广告，沿线清理运河沟
边的乱堆乱放垃圾，强力取缔村中的乱
搭乱建，积极清理房前屋后和村巷道的
杂草杂物、积存垃圾等。其中山尾李村
拆除危房、废弃猪牛栏及露天厕所茅房

15间，拆除乱搭乱建、违章建筑13间，
清理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
乱放一大批，效果较为明显。全镇经过
努力奋战，各处开展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取得良好效果，深受群众称赞。

客路镇的整治行动，以农村垃圾、
污水、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并进
行严格的考核机制。采取“日常检查、
每月通报、季度督查、年终考核”的方
式，考核结果分为通报表彰、专项奖励、
通报批评、黄牌警告、红牌处罚等，坚决
打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客路
镇有关领导表示，下阶段，该镇将持续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行动，进
一步强化各村责任意识，加强宣传教
育，营造爱护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调
动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积极性，齐
齐参与整治行动，着力改善全镇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洁净美丽乡村。

赤坎幸福路民主路“白改黑”完工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湛纪宣）记
者从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湛江”获
悉，国家税务总局湛江市税务局稽查局副
科长级干部黄才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蔡明

进行时进行时

爱心姐妹
关爱特校孩子

预防学生溺水

麻章培训校园负责人

“粤菜师傅培养联盟”在该校挂牌
湛江市技师学院举行第十一届技能节

图为湛江市技师学院现场实操比赛。 记者 张蔓莉 摄

红黄旗制度力促“美丽工程”建设
雷州客路镇强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吴川366名
货车司机加入工会

安全用妆 点靓生活

坡头区开展化妆品
安全科普宣传周活动

车辆凌晨起火
多部门联合扑灭

金龟子侵害香蕉怎么办？

植保无人机来了！

黄才九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湛江市税务局稽查局副科
长级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