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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整洁的水泥路直通村子，一座座
粉饰一新的房舍整齐美观。村庄内，古朴典
雅的墙壁、葱郁掩映的苗木、红色的五星红
旗，构成了一幅明艳与淡雅完美融合的水
彩画。“我们村子美吧！”昨日，在徐闻县南
山镇乙神村，该村党总支书记梁平一路上
面露笑意。

梁平初到乙神村时，交通不便、人口外
流、山垄田荒废……一系列难题摆在他面
前，自担任村党总支书记以来，梁平以民为
本，带领全体党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一心一意为乙神村的经济和社会事业
发展努力。

抓党建夯实基层战斗堡垒

要改变村子，加强农村党支部和村委
会建设是关键。梁平常讲，村党组织有没有
战斗力、村干部在群众心里有没有威信，关
键在于村班子能否搞好团结，在处理事情
上能否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他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了建设一个团结有力的村党组织领
导班子，梁平以大局为重，对村内重大事项

的决策和群众关心的事情，他都认真征求
支委成员以及群众代表的意见建议，不搞
一言堂，做到办事公平、公开、公正，从而
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信任，增强了村班子的
凝聚力、战斗力。

梁平非常重视党员发展工作，在发展
党员过程中，他严格按照“控制总量、优化
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方针，不断
为农村基层组织注入源头活水。近几年，
在他的推荐和培养下，该村发展吸收新党
员4名，为党员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梁平深谙这个道理。
作为村中的“领头雁”，为形成以制度管事、管
人的良好氛围，他带头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党
务、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村干部廉洁自律制
度、党员联系户制度和村规民约等方面的规章
制度，把基层组织和村务活动纳入了经常化、
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大大增强了干部群众
的民主意识和依制度办事的自觉性。

带头引领群众脱贫致富

作为全村的大当家，梁平带着村干部四

处取经，寻找适合乙神村的项目。2017年，
他结合乙神村实际，引进发展“福建三红
柚”种植。

梁平充分利用该村农业优势，推行“支
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带领群众发展
新品规模种植产业。在他的带动下，乙神那
佬村专业合作社与贫困户合作，全村投入
扶贫资金237.6万元，种植500多亩福建三
红柚，每年为贫困户增加保底收益达23.76
万元。

除了带领群众种植作物，梁平还积极
落实贫困户“两不愁”。在他的努力下，全村
66户无劳动力贫困户全部纳入社会保障
兜底体系，村中低保户、五保户、孤儿、残疾
人、高龄老人全面落实补贴津贴政策。

这两年来，他在落实智力扶贫、兑现健
康脱贫、建保障安全住房的“精准”路上一
路深耕。目前，村中26名在校贫困学生已
全部领取教育补助，208名贫困户目前已
全部办理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及养老保险，24户危房改造已经已全部
竣工并验收。

如今的乙神村，全村通村道路硬底
化率、贫困户安全饮水达标率、生活用电
到户覆盖率、广播电视信号及网络信号
覆盖率均达到100％……村民的生活质
量明显提高，幸福感直上心头。村党总支
书记梁平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用实际
行动生动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为民情
怀，赢得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及广大
群众的普遍好评。

本报讯 （记者路玉萍 通讯员欧超
才）为提升党员队伍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
力，随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的全面开展，经请示市政府批准，市
驻京联络处6月12日、6月22日先后分
两批前住“长征干部学院”参加“不忘初心
使命，新长征再出发”党性修养专题培训
班。这是一次修学、修心、修身、修行的学
习之旅，也是一次踏寻足迹、寻找初心、汲
取力量的寻根之旅。

在驻京联络处主要领导带领下，学员们
赴卓克基红军长征纪念馆、梦笔山雪山、胡
底烈士纪念广场、红原草地等地开展实地体
验与教学活动。在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亲
身领略那段风云际汇的悲壮历史，在梦笔山
体验长征途中红军爬雪山的艰辛，在红原草
地体验红军过草地时随时身陷无底泥潭的
险情。

学员们纷纷表示，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党员干部必
须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必须弘扬
伟大的长征精神、发扬革命年代那种敢于战
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困
难险阻，为湛江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
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作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张丽华 通讯员林汇
慧）为做好金融知识宣传工作，提升广大
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6月，建行湛江市
分行组织全辖支行网点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宣传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结合“守住钱袋子”
活动开展，围绕“个人信息保护”、“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支付安全”、“抵制非法
集资”、“理财知识”五大主题进行宣传。
该行在辖属53个网点门楣电子屏播放
推送“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建行与您同
行”内容；在营业网点主动向客户普及金
融知识；组织员工走进校园、社区、商场、
厂区、市场、农村等地，多渠道多形式开
展宣传活动，扩大受众范围，增强宣传效
果。

据统计，通过一个月的集中宣传，该
行累计开展户外集中宣传活动12场次，
派发宣传单张25000多份，微信推送点
击量2641次，受众消费者达34000多
人，每个网点累计滚动播放门楣6150
次。活动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让广大
群众进一步了解金融知识，增强风险防
范意识，提高对保护个人信息、谨慎使用
支付工具、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集资、守
住“钱袋子”的认知度，引导树立正确的
理财观念。

本报讯（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丘春
俏）7月4日下午，由霞山区创文办、区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霞
山区委员会、区教育局联合举办的“我
与羽毛球世界冠军面对面”活动在霞山
区文体馆举行，该区800多位中小学生
代表近距离感受世界冠军的风采。

当天，前国家羽毛球队教练、广东
省羽毛球队总教练，现国家羽毛球队
顾问伍佰强，前国家羽毛球队队员、世
青赛男单冠军王睁茗，前国家羽毛球
队队员、世界中学生赛冠军林元睿等
应邀前来，与全区中小学生代表面对
面交流，并为师生们带来精彩的球技
表演。

活动中，王睁茗、林元睿为广大师
生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运动生涯
的收获和感悟，鼓励同学们每天锻炼
一小时，积极进取、努力拼搏，在学好
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要注意强身健
体。两位世界冠军还化身“金牌全民健
身指导员”，亲自指导同学们练习羽毛
球技术，受到冠军亲手调教的同学们
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通过此次活动，学生们见证了羽
毛球世界冠军的风采，提高了对羽毛
球运动的了解，活动有效传播了“相互
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
匹克精神，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爱国主
义情感，培养青少年顽强意志和品质，
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

又讯 （记者张锋锋）7 月 4 日上
午，霞山区文化宫羽毛球馆一片热浪，
霞山区羽毛球协会成立，湛江籍原羽
毛球世界冠军王睁茗专程赶来祝贺，
并手把手辅导霞山区 14所小学的少
年儿童羽毛球选手。

王睁茗直言，距离上一次随爸爸
回家乡湛江，时间已过去足足十年。这
次能回来与家乡的羽毛球小队员互
动，令他兴奋不已。

广东省羽毛球运动协会秘书长黄
红泰、前马来西亚羽毛球教练周克俭、
广东羽毛球元老伍佰强、前国家羽毛
球队队员林元睿等也出席了霞山区羽
毛球协会成立仪式。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黄星）近
日，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
全国地市老干部局长培训班精神。

会议要求，我市老干部工作要规划蓝
图有目标，对标先进找差距，稳抓落实勇担
当。全市老干部工作者要虚心当好老干部
工作的“小学生”，扎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做到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要贴心当好老干部的“勤务
员”，抓好老干部工作信息化精准化规范化
建设，抓好各项政策制度的健全完善和规
范落实，切实使老干部过上幸福的晚年生
活。同时，要切实组织好“我看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新成就”和“双先”表彰等工作，坚
持实践实干实效，扎实做好“三化”工作，开
创我市老干部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李梅英）
7月1日，徐闻县人大常委会召开关于“更
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月动员会，
部署了开展主题活动的各项工作，进一步
密切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创新代表活
动形式。

会议要求，各乡镇要高度重视，准确
把握活动主题，认真谋划、精心组织，在
为人大代表“有效履职、更好履职，实现
履职为民”目标上下足功夫，确保主题活
动取得实效。要提高站位和思想认识，把
主题活动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落实，
广泛深入地宣传主题活动的重大意义，
组织各级人大代表积极投入到主题活动
中，力求在活动中充分展示新时代人大
代表风采和责任担当；要明确任务，突出
重点，做到规定动作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自选动作突出亮点做出特色；要密切人
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代
表联络室的作用，组织代表到联络室接
待选民群众，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反映
群众的诉求。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云永波）
日前，雷州市乌石镇港彩村党支部书记林
安一行四人带有印着“真心为民、扶贫帮
困”的锦旗，来到大唐雷州发电公司，对公
司三年来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大力帮扶表示
衷心感谢。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大唐雷州发
电公司高度重视对港彩村精准扶贫工作，
以实际行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
精准扶贫工作部署，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定期听取驻村扶贫
工作组汇报。截至目前，贫困户48户164
人，已达到脱贫标准128人，精准扶贫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驻村扶贫工作组进村后，公司
领导多次对贫困户进行节日慰问，送上慰
问品。并向公司职工、青年志愿者发出倡
议，筹集善款，先后向扶贫村港彩小学捐赠
了投影仪、图书、桌椅、学习和体育用品等；
协调贫困户入股产业公司，每年每户增加
10％效益收入；组织协调村民义务工作
队，对村内的泥泞道路进行了硬底化改造，
解决该村道路积水问题；帮助47名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领到了教育补贴；完成9户贫
困户危房改造，并按政策为贫困户向民政
部门申请了危房改造补贴，基本消除了土
坯房、危房，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协助镇民
政部门为贫困户全体人员购买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等，想方设法帮助贫困户摆脱贫
困，得到了村民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建行湛江分行全方位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

7月4日，“我与羽毛球世界冠军面对面”活动在霞山区文体馆举行，羽毛球世界冠军王睁茗和现场的小朋友组队进行双打比
赛。 本报记者 刘冀城 摄

梁平下田检查扶贫产业（蜜柚）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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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林倩）坡头区市场监
管局日前到挂点扶贫村乾塘镇大仁堂村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要求各位党员干部要发挥模范先
锋作用，从我做起，牢记使命，在乡村振兴、
人居环境整治、乡村道路建设、扫黑除恶等
重点领域作出应有的贡献，兑现自己对党
和人民的庄重承诺。该局将在区委、区政府
的领导下，和大仁堂村委会党总支一起关
心照顾好困难党员的生活，真心实意为困
难党员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让困难党
员更多更公平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该局
还将通过一系列的帮扶激励机制，激发村
民的发展热情、鼓足其干劲、增加其收入，
助推贫困户脱贫。

坡头区市场监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