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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处村位于雷州市白沙镇西北部，距
离白沙镇政府约25公里，是白沙镇最偏远
的村庄。过去，符处村农作物结构单一，
村民生活水平较低，农田水利、村道巷道、
污水排放等公共设施十分落后……

这一切，在他的到来后出现了转机。
2016年5月，湛江市财政局副局长张

蔚蓝被选派到符处村，担任起扶贫工作队
队长兼驻村第一书记。带着脱贫攻坚这
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以建设美丽乡村为抓
手，创新基层组织建设，发展致富产业项
目，使符处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

脱贫攻坚，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张
蔚蓝明白，转变贫困户思维，发挥党员作
用是关键。他探索发展新路径，让基层党
组织焕发新活力，引领党员活跃起来，成
为群众的先锋。自上任以来，张蔚蓝结合
村“两委”换届，实施“能人引领”工程，并
推行“支部＋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
式，强化党组织引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

张蔚蓝趁热打铁，争分夺秒谋划产业

发展。在综合考虑耕地条件、劳动力水平
等诸多因素后，他计划通过有机番薯、百
香果种植，成立符处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等项目改变村集体经济薄弱、产业结构
单一的现状，让村民早日脱贫致富。

张蔚蓝大力发展“一村一品”产业扶
贫，按照“基地＋农户”的形式，成立了符
处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一个占地
面积600亩的高标准种植基地，与湛江麻
章区长荣种养专业合作社签订419亩种
植绿色无公害果菜承包合同，为贫困户提
供近百个在家门口工作岗位及学习先进
种植技术机会，为贫困户实现长期稳定致
富提供更好的平台。

除了发展种植项目，张蔚蓝还集合资
金购置了2套甘蔗联合收割机，与雷州市
丰润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承包协议，为村
民带来每年20万元的收益。

解决实际困难，推进示范村建设

作为第一书记，面对贫困群众的每一
个问题、每一项诉求，张蔚蓝都力求做到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一些自然村老
弱病残人口多，这让张蔚蓝最为牵挂，他
注重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坚持解决群众生
产生活困难，取得明显成效。

三年来，驻村工作队共资助30户贫
困户进行危房及不足人均面积住房改
造，保障贫困户住房安全和改善居住环
境。为了切实解决群众就近看病难、看
不起病的问题。张蔚蓝多次联系广东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等医疗单位，分批到符处村开展义诊和
残疾鉴定活动，为200多名群众看病，免
费送药近5万元。

除了解决困难群众的生活难题，张蔚
蓝还带领工作队致力于美丽乡村的建
设。2018年春节，张蔚蓝舍弃了陪家人的
时间，多次到贫困村与外出乡贤一起商讨
新农村示范村建设，突出整治“脏乱差”问
题，完成“三整治”“三清理”“三拆除”工作
任务；同时，符处、东山、赤坡自然村开展
巷道硬底化、排污系统及污水处理站建
设，“脏乱差”的问题不复存在。

崭新漂亮的楼房，干净整洁的村道，
焕然一新的卫生站，设施齐全的广场，村
小学安装视频监控系统，为村民子女接
受教育创设良好环境……在扶贫工作队
的帮扶下，曾经的落后小山村，早已华丽
蜕变。

三年来，张蔚蓝带领驻村工作队同志
聚焦精准，攻坚克难，带领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用自己的辛苦换来贫困群众的幸
福。目前，符处村45户165人已全部顺利
脱贫，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新农村示
范村建设。

本报讯（记者张永幸 通讯员陈愉）日
前，市农业经济管理干部学校党总支组织
全校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廉江雷
州青年运河精神教育基地和良垌中塘革命
纪念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
日活动。

在雷州青年运河精神教育基地，全体
党员参观了建库开河纪念馆、中共湛江党
史展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廊等教育
设施，并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党
员初心。

学校党总支负责人还现场为全体党员
干部上了一堂主题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党课，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
本职岗位，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立足岗位作更大贡献

市农业经济管理干部学校
党总支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难忘之夜，今天不回家。”这是市
委机关幼儿园大班孩子们向往已久的
活动。在该园大班孩子毕业前夕，一
场精心策划的合宿活动带给孩子们一
个大大的惊喜、一次难忘的回忆、一份
独特的成长寄语。这是市委机关幼儿
园送给孩子的一份特殊礼物！

活动前的计划制定、环节讨论等，
早已让孩子们充满期待。7月4日晚，
活动如期而至，夜幕降临后，幼儿园里

亮起彩灯，孩子们装扮成“小印第安
人”，在老师的带领下开起篝火晚会，
伴随着音乐载歌载舞，有趣的“萝卜
蹲”游戏将晚会推向了高潮。随后，孩
子们三五成群地打着手电筒，在幼儿
园里四处探索，寻找着散落的“宝
藏”。“睡衣派对”、“玩具分享”、“美食
分享”，丰富的节目一个接一个，孩子
们暂时忘却了妈妈温暖的怀抱、爸爸
坚实的臂弯，与同伴尽情地享受着属

于他们的独立成长之夜。狂欢过后，
孩子们自己洗澡、刷牙、洗脸，躺到幼
儿园的小床上，听着故事，讲着悄悄
话，在家委会保驾护航下慢慢地进入
梦乡。这是一个“勇者之夜”！毕业班
的孩子们度过了一个特殊、难忘的夜
晚。生活是最好的老师，离开父母首
次外宿，第一次在幼儿园住宿一夜，是
孩子们长大了的明证。

通讯员 陈洁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陈金波 通讯员黄开远
罗靖 郭劲兰）7月5日，徐闻县税务局党
委、广东省海峡办党支部、海安新港港务有
限公司党支部、广东徐闻港航控股有限公
司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为“雷琼红船又启
航 共建扬帆创辉煌”的“党建＋共建”系列
活动，更好地发挥各领域党建资源优势，汇
聚工作合力。

此次党建＋共建系列活动利用“紫荆
22号”航船的船舱会议室搭建党建阵地
和临时党支部。与会代表在党史展板前
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重温了入
党誓词。

开展党建＋共建系列活动，是创新基
层党建工作、打造徐闻党建品牌的一次重
要尝试，有利于探索完善新形势下徐闻县
基层党建工作的新方法、新机制，推进基层
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 （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陈森
华）7月7日，“民建湛江市委会教育实践
基地”、“民建会员之家”正式成立。这是
湛江民建落实新时代参政议政的创新举
措，标志着民建湛江市委会自身建设迈上
新台阶。

“民建湛江市委会教育实践基地”、
“民建会员之家”设立在会员企业御唐府
螺岗小镇，是民建会员参政议政、学习、
培训、交流的固定场所。其中建立的陈
列馆，将会史、会务、履职成果、核心价值
观等集中呈现，进一步提升会员的归属
感、凝聚力。“教育实践基地”和“民建会
员之家”的成立，将加强协同合作，不断
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打造展示民
建社会形象的重要窗口；在参政议政、社
会服务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推动湛
江高质量发展。

——记符处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驻村第一书记张蔚蓝

用心用情帮扶 一心一意为民

张蔚蓝（左二）带领工作队筹备建设高标准种植基地。 组讯供图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吴宗波
陈林发）6月27日，徐闻县公安局徐城派
出所民警快速追逃，追赶至湛江麻章高速
出口100多公里处抓获一名深圳海关通缉
网上逃犯王某（男，20岁，徐闻县人），受到
深圳海关的高度赞扬。

当天14时6分，徐城派出所值班副所
长苏建武接报，在逃人员王某在徐闻县某
车站准备乘车逃跑，苏建武立即向所长王
振孔汇报。在王振孔组织下，苏建武带领
多人迅速赶到徐闻县某车站，此时，王某已
乘搭粤G47XX7客车离开车站前往湛江。
苏建武当即决定驾车追赶。在高速公路麻
章出口处，警方终于追赶上粤G47XX7客
车。民警表明身份，要求粤G47XX7客车
停车接受检查。经检查，发现一名旅客与
在逃人员体貌特征相似。经询问，该名旅
客正是深圳海关通缉的网上逃犯王某，民
警依法将其传唤到徐城派出所进行审查。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王某对在深圳市实施
走私普通货物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网上逃犯王某已移交深圳海关
缉私局审查。

民警穷追百公里
抓获一名通缉犯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雷鹏）7月5日、6
日连续两晚，交警赤坎大队组织警力开展周
末夜查酒驾整治行动，重拳打击各类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查获涉嫌酒后驾驶违法行为6
起，其中涉嫌醉驾严重违法行为2起。

在整治行动中，交警深入海滨大道、椹
川大道、人民大道等地执勤，进行酒驾整治
行动。同时，采取定岗定责的措施，安排干
警沿路设卡加强警备，合理规划查控区，有
序引导分流车辆，以确保夜查行动安全。

此外，严格管理装备使用，要求执勤干
警上岗1分钟，记录仪开机取证60秒，全
程定格规范执法，高效率打击酒驾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有效打击和震慑了酒后驾驶
严重违法行为。

本报讯 （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李芷
芊）7月 5日，为庆祝建党98周年，增强
员工健身意识，湛江供电局变电管理所
和廉江供电局河唇供电所联建开展了

“感恩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定向通关徒
步活动。

当天，来自供电系统90名徒步爱好者
齐聚鹤地水库，重温鹤地水库建库开河历
史和参观了湛江市党建与廉政建设教育基
地，切身体会当年前辈们开天辟地的英勇
气概。随后，徒步爱好者以鹤地水库管理
局为起点，沿群英像、青年亭、放生台，步行
近6公里。本次徒步活动在四个补给站分
别设置了猜红歌、党建党廉知识等问答、讲
述“感恩新时代”心声等四个关卡展开激烈
角逐。各队团结协作，一路斩关夺隘，团队
之间相互比拼、互相学习，充分展示了新时
代南网员工的风采。

本报讯（记者林石湛 通讯员
赖钧凤）为加强各禁毒成员单位联
动，增强禁毒队伍的凝聚力，形成禁
毒合力，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氛
围。霞山区禁毒办以禁毒电影《扫
毒2天地对决》首映为契机，从7月5
日开始，陆续组织各禁毒成员单位
的领导职工代表以及市民代表等前
往电影院进行免费观影（如图，记
者 林石湛 摄）。5日上午，在大家
候场时，霞山区禁毒办等单位工作
人员在活动现场向市民广泛宣传合
成毒品的危害与预防知识等。

据霞山区禁毒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霞山区禁毒办将以观影为契机，
借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增强全民
预防毒品意识,提高市民自觉抵制
毒品能力。霞山区禁毒办等单位呼
吁，希望有更多市民踊跃参与到禁
毒志愿者的行列中来。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林国梅
胡超 潘海其）日前，遂溪县卫健局举办了
遂溪县2019年预防接种人员资质培训班，
来自全县各预防接种单位相关领导及专业
技术人员共250多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预防接
种人员的业务水平，为全县预防接种工作
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霞公宣）
7月5日17时许，霞山巡警大队国贸执勤
点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名女子在霞
山区社保局门前哭闹欲持刀自杀。

接警后，民警袁贵明带领辅警张传珺
等人迅速赶往现场。当时该名女子坐在地
上，手持一把水果刀正在自残，手腕部位血
流不止，现场情况万分火急。袁贵明一边
向值班领导汇报，一边安排辅警张传珺、林
智慧悄悄从女子身后左右包抄接近。趁女
子不备，两辅警迅速上前夺下刀具，制止对
方的自残行为。随后，警方协助医务人员
将受伤女子送往医院救治。在处置过程
中，两辅警也受了伤，张传珺左手被擦伤和
抓伤，林智慧左手在夺刀过程被割伤，但他
们仍坚持把女子送上救护车后才治疗。

经查，该名女子因感情纠纷引发轻生
念头。目前，女子经抢救后暂无生命危险，
已被其母亲和妹妹带回家里治疗和照顾。

轻生女挥刀自杀
两辅警勇夺白刃

“勇者之夜”见证宝宝成长
——市委机关幼儿园毕业班举办合宿体验活动

“民建湛江市委会教育实
践基地”、“民建会员之家”成立

徐闻推动基层党建出新招

全省百名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百名优秀村（社区）党组织第一书记

本报记者潘洁婷

禁毒单位邀请市民
观《扫毒2》禁毒宣传多样化

赤坎交警周末夜查
查获涉嫌酒驾6起

遂溪举办预防接种
人员资质培训班

湛江供电局变电
管理所开展徒步活动

进一步提升凝聚力

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建＋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