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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李上
锦）近日，吴川市组织开展基层党建“月观
摩、互促进”活动，要求各基层党（工）委坚
持“系统谋划、扎实推进、严格考评、成果
运用”的原则，切实转变工作理念，把注意
力从培育几个示范点，转移到整体提升基
层党建工作水平上来。

吴川市兰石镇党委组织开展“月观
摩、互促进”活动，对兰石村党总支部和名
利村党支部进行逐村观摩，每到一个村党
群服务中心，观摩团认真观摩基层党建工
作、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和便民服务情况，
最后对照标准现场打分。

“通过观摩，各党支部书记开阔了眼
界、拓宽了思路、谋划了工作，让先进者露
脸表彰、落后者红脸出汗，形成了比学赶
超的浓厚氛围。”兰石镇党委书记翟亚辉
说，各村经过扎实开展基层党建三年行动
计划，高标准建设好村党群服务中心，有
效提升了兰石镇党建整体水平。

吴川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肖克说，吴
川市党群服务中心的完善，有效解决了
农村党员发挥作用难、管理难的问题，彻
底解决了“党员开会没场地、村民办事找
人难、矛盾纠纷没人管”的问题。目前，
全市196个村（社区）已按标准建起市、
镇、村三级党群服务中心212个，实现了
服务全覆盖。

吴川市各基层党（工）委已按照部署
出台基层党建“月观摩、互促进”活动方
案，并结合方案安排全面铺开、压茬推
进。截至目前，该市共开展观摩活动40
多次，覆盖200多个党组织，参与活动的
党务工作人员1300多人次，挖掘先进经
验 10个，形成党建提升台账 200多个。
动真格、点痛穴，树典型、补短板，“抓大党
建、大抓党建”生动局面真正形成。

按照活动目标，吴川市将把推进基层
党建“月观摩、互促进”活动作为贯彻落实
省基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的一项常态化
制度化工作，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力
促党建引领各项工作落地生根。

本报讯 （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李文
冠）近日，由市教育局组织开展的全市
中小学“互联网＋城乡一体化办学”行
动教学教研活动陆续在各个县（市、
区）分会场落下帷幕。该活动是市教
育局贯彻落实《湛江市“十百千”中小
学“互联网＋城乡一体化办学”行动实
施方案》部署精神重要举措之一，旨在
提高全市中小学校利用“湛江手机教
育云”平台组织教学教研活动和教师
利用平台资源学习与辅助教学能力，
进一步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
展，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湛江市中小学“互联网＋城乡一体
化办学”行动教学教研活动包含了8个

县（市、区）分会场活动，于5月 30日在
吴川市吴阳镇中心小学拉开序幕，随后
分别在廉江市教育局、坡头区龙头镇中
心小学、湛江开发区民安街道新民小
学、麻章区麻章镇中心小学、雷州市纪
家镇中心小学、徐闻县曲界中心小学开
展，于6月27日在遂溪县城月镇中心小
学圆满收官。每个分会场活动主要包
含观课、评课、讨论交流和总结发言等
四部分。活动中，授课教师风采尽现、
直播课堂精彩纷呈、评课专家妙语连
珠、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取得很好成效。

湛江市“十百千”中小学“互联网＋
城乡一体化办学”行动是市教育局推动
的重要项目，是我市探索利用互联网技

术改进农村学校教育教学，提高农村教
师教书育人水平，推动区域与校际之间
交流合作，提升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进一步缩小县域内城乡教育差距，推动
全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我市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举措之一。今
年3月，市教育局印发《湛江市“十百千”
中小学“互联网＋城乡一体化办学”行动
实施方案》，还举办了湛江市“十百千”中
小学“互联网＋城乡一体化办学”行动结
对签约仪式，在全市部署开展“互联网＋
城乡一体化办学”行动。各县（市、区）教
育局和有关学校大力组织，广大教师积
极参与，目前全市共直播课堂教学145

节、教研活动45场、特色活动16场、专题
培训9场，取得阶段性成效。

下一步，我市各县（市、区）教育局和
有关学校将参照市教育局的做法，有机
聚合装备、教研、培训等部门力量，建立
多部门参与的领导机构，保障行动顺利
实施，同时加强对“互联网＋城乡一体化
办学”行动中课堂教学、教研活动、师资
提升和部门合作等方面的研究，及时总
结经验。从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各县
（市、区）和乡镇学校作为主体常态化开
展“互联网＋”教学教研活动，提前制定
学期活动计划，认真抓好组织实施。市
教育局将积极鼓励和支持有关项目学校
开展课题研究，打造精品案例。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7月4日，对
于坡头区“发明达人”文浩来说，是一个
难忘的日子。他研发的数虾苗机正式投
入市场，将为广大虾农带来便利。这也
是其继发明SLA光固化3D打印机和非
标10瓦无线输电等适用于大众应用推
广的科技产品之后，再次推出便民利民
的科技新产品。

今年22岁的文浩，曾获全国第31届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茅以升科
学技术奖、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一等奖两次、上海电视台《少年爱迪生》
节目第四季4强选手。近年，他发明了
SLA光固化3D打印机和非标10瓦无线
输电等适用于大众应用推广的科技产
品，以及很多科技成果获得转化。

他告诉记者，虾苗数量多而个头
小，而且会游动，数虾苗属于带水作业，
准确计数不但复杂而且困难。每年，在
全球各地种苗场与养户交易过程中，因
为数虾苗而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今年
5月，他受邀参加上海科技节开幕式，并
与来自国内外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领域
的优秀代表走上红毯，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欢呼喝彩。期间，他和朋友聊及智能
养虾时，了解到湛江乃至全国的虾苗场
还一直是人工数虾苗，非常浪费时间，
而且不准确，于是萌发了研发数虾苗机
的念头。

回到湛江处理完部分SLA主板的订
单后，他马上着手研发自动数虾苗机。经
过多次试验，第一批100台自动数虾苗机
于7月4日正式出炉，将在微信微店等网
络平台销售。相比于国外的数万元一台，
他的研发更能普惠全球的苗场用户。

文浩透露，机器的原理是利用了人
工智能技术对桶内的虾苗进行拍照扫
描，然后通过基于OpenCV平台开发的
人工智能程序对虾苗进行自动点数。由
于做了数据集训练，所以基本上不会误

识别杂质，精度非常高。机器每次可以
数200－1500尾，一次只需要几秒钟，也
就是说数1万尾虾苗只需几分钟，大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因为是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对水中的虾苗拍照进行扫描，机器不

需要接触虾苗个体，所以完全不会伤及
虾苗。而且，这台机器基本上不需要经
过任何培训就可以操作，属于“全傻瓜
式”操作。

“今年参加上海科技节开幕式，被邀

请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起走红毯，使我
更坚定了自己的责任感，也给了我无穷
的动力。”文浩说，他在科研之路上不会
止步，将继续研发更多新产品，给广大用
户带来便利。

本报讯（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陈
彬 文秀兰）近日，坡头区公安分局麻
斜派出所深挖扩线，跨区侦破一宗
贩卖毒品案，查获涉毒人员 2名，缴
获毒品若干。

6月20日，麻斜派出所接到群众
举报称：南三区某村有人进行毒品交易
并容留他人吸毒。接报后，民警及时赶
到涉毒地点伏击布控，于6月30日将
嫌疑人林某台抓获。

林某台（男，45岁，南三区人）到案
后对其吸毒违法行为以及曾多次向付
某全等人贩卖毒品海洛因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7月2日，民警在南三区青
训村抓获吸毒人员付某全（男，40岁，
南三区人）。

目前，林某台涉嫌贩卖毒品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本报讯（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霞公
宣）在微信和网站可以低价充值油卡？
你可能遇到了诈骗分子。各类新型诈骗
穷出不尽，市民务必提高警惕！近日，霞
山公安分局海头派出所在上级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成功抓获一名利用销售充值
加油卡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破获5宗
电信诈骗案。

“在微信看到有低价充值油卡的广

告，我充值后发现无法使用！”近日，我市
警方接连接到市民报来的充值加油卡类
诈骗警情。今年6月，霞山公安分局根据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移交的线索，对黎某
斌涉嫌诈骗案开展侦查。经过一个多星
期的连续奋战，专案民警基本掌握了黎
某斌涉嫌诈骗的基本证据，通过技术手
段和多次踩点，成功确定犯罪嫌疑人黎
某斌的活动轨迹。

6月22日15时许，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霞山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网监大队、
海头派出所20余名警力联合出击，在霞
山楼下村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黎某斌，
并现场缴获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经
查，犯罪嫌疑人黎某斌购买虚假销售加
油卡网站和多个微信号后发布虚假广
告，以低价充值加油卡的方式进行诈
骗。被害人支付了相应的费用后，犯罪

嫌疑人黎某斌对被害人称其选择的充值
项没有库存，让被害人补差价另选更高
面值的卡。被害人发现被骗后，犯罪嫌
疑人黎某斌立即将其微信拉黑。经审
讯，犯罪嫌疑人黎某斌于今年2月份至今
共实施诈骗20余万元。其对涉嫌诈骗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黎某斌已被公安部
门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罗增
添吴海燕）“没想到这么快帮我把摩托
车找回来了，太神速了，大赞！”7月1日
上午11时，廉江市石城镇上县村黄先
生自发带领村民到车板派出所，将一面
印有“神勇卫士布天网，盗贼插翅亦难
飞”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对民警快速
为其追回被盗的摩托车表示深深谢意。

6月25日晚，车板派出所根据工作
中掌握的线索，组织民警和辅警在廉江

城区永兴西路附近摸查涉毒人员过程
中，发现一名男子正推着一辆摩托车进
入附近的一间维修店内，十分钟后便独
自离开，形迹十分可疑。凭着职业的敏
感，民警来到该修理档进行秘密侦查，发
现该摩托车部分螺丝被卸掉，疑似被盗
车辆。民警不动声色与店主交谈，掌握
到该男子次日再来提车的这一重要信息
后，决定给他来个人赃俱获。

次日上午10时许，该男子如期出

现在维修店，被伏击民警当场抓获。经
审查，该男子谭某（30岁，青平镇人）为
吸毒人员，谭某对其窜至廉江市城区永
兴西路某店铺门口盗窃他人摩托车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谭某已被刑
事拘留。

民警根据车辆的相关信息，通过移
动警务终端比对确认为事主黄先生的
被盗摩托车，并在取证、估价后将摩托
车及时返还给事主。

摸查涉毒人员 意外查获被盗车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雷鹏）为进一
步推进涉摩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助力创
建文明城市工作，近日，交警开发区大
队针对辖区摩托车交通违法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根据勤务工作研判，交警开发区大

队确定以东山市场、民安市场以及辖区
各主干道为重点整治区域，启动定点执
勤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机制，重点
整治非法加装雨伞、无证驾驶、违法载
人、涉牌涉证、不戴安全头盔、酒驾醉驾
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路面管控，提高

见警率、管事率，做到逢违必查，形成严
管的氛围，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据统计，连续三天交警开发区大队
共出动警力120人次，警车50辆次，查
扣交通违法摩托车、电动车65辆，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7起。

开发区：加大交通整治助力“创文”

本报讯 （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符小
盈）近日，在外出创业女士符凤凰的牵头
下，来自雷州市附城、白沙、覃斗、纪家等
镇的爱心人士组建爱心团队，携手海南地
区一批爱心人士，开展看望慰问雷州孤儿
活动。

当天，爱心代表和志愿者100多人，
他们顶着烈日，穿越雷州8个乡镇，来到
16 名孤儿家，为每名孤儿送上爱心款
2300元、学习用具及生活物品一批，共计
5万多元。爱心人士深入了解孤儿的生
活状况，并鼓励她们坚强地生活和努力读
书，问寒问暖，送上一缕缕的亲情和温馨
的祝福。

符凤凰说，这次爱心活动的倡议通过
符姓宗亲微信群发出后，得到雷州附城、
白沙、纪家、唐家、企水、龙门、覃斗、南兴
等地热心人大力支持，纷纷通过微信捐
款，慷慨解襄、奉献爱心，共募捐起5万元
多元。

爱心人士
情暖孤儿心

传递正能量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符小
盈）近日，在雷州英利镇排寮村涌动着爱
心的一幕幕，为拯救贫困患病大学生欧
俊（化名），村民纷纷捐款相助。仅两三
天时间，汇聚起8万元送到欧俊母亲曾
小霞手中，使患者顺利入院接受救治。

欧俊目前就读于广州某大学，2017年
底，不幸患上了综合症肾病，一直在广州
南方医院治疗，一年多来，花去了医疗费
用20万元，病情好转些后，由于家庭经济
条件有限，于是返家调养。近日，他病情
出现恶化，迫不得已又入院接受治疗。正
当一家人因医疗费用束手无策之时，他一
家的遭遇牵动着排寮村村民们的心，于是
上演起这爱心的一幕，缓解了他家人的燃
眉之急。

村民陈炳说，曾小霞家庭是该村困
难户，2016年，她的丈夫欧兴因患脑血
栓病伤了脚手，无法劳动，整个家庭重担
落在了曾小霞肩上，她靠起早摸黑，艰苦
劳作，维持着三名孩子在读高校的费用
和家庭开支。她的丈夫与儿子相继患病
后，已花掉医疗费用近30万元，大部分
资金还是靠亲戚朋友和社会爱心人士的
帮助和支持。

目前，欧俊亟需做换肾手术。村民陈
炳说，为拯救这个少年大学生，帮助他们
家度过难关，目前全村“总动员”，捐款驰
援仍在继续。

救助患病学子
村民“总动员”

全市中小学“互联网＋城乡一体化办学”行动教学教研活动圆满收官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坡头“发明达人”研发数虾苗“神器”

数1万尾只需几分钟

文浩与他的数虾苗“神器”。本报记者 曹龙彬 摄

虚假充值加油卡诈骗20余万
一男子难逃法网

麻斜派出所

跨区侦破
一宗贩卖毒品案

吴川创新开展
“月观摩、互促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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