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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兴村美人和睦 绘就乡村振兴图
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记者 林小军 李亚强
宛如农家乐的整齐鸡舍，现代化的综
合市场，
安全舒适的幼儿园，
鳞次栉比的小
洋楼，
宽广的环村大道，
随处可见的文明宣
传标语……这个美如画卷、文明氛围浓郁
的村庄就是吴川市黄坡镇唐基村。
近年来，唐基村通过邀请浙江大学专
业设计团队，重新规划，努力打造“精品
村”，坚持把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建设美
丽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让全
村呈现出业兴村美人和睦的乡村振兴美
丽画景。

位于吴川市黄坡镇西南部的唐基村，
原是中山镇政府驻地，拥有中山卫生院、
邮政所、信用社、供销社、推广站、兽医站、
中山中、商贸市场等单位设施，俨然成一
个小圩镇。
坐拥交通区位优势，怎样才能让村集
体经济活起来？过去，唐基村村民主要以
专业规划设计，精品村现雏形
外出务工和农耕为生，村集体积极薄弱，
尽管周边商业发达，但位于村内的农贸市
黄色竹竿搭起围墙，蓝色琉璃瓦打
顶，绿树围绕，门前一副醒目的对联：
“金
场陈旧破败，卫生环境更是堪忧。
“要让村集体经济活起来，
就必须盘活
凤和鸣歌盛世，银蛋嗑哧颂小康”，横批：
村集体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才能为乡村振 “风调雨顺”。是否让你误以为是雅致的茶
园又或是古香古色的农家乐？走进内部，
兴注入活水！”上任伊始，唐基村支部书记
孙茂荣便暗下决心，
要激活村集体经济。
看到走地鸡在阴凉的围栏内嬉戏，你或许
会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唐基村的集体
2016 年，在孙茂荣的带领下，唐基村
鸡舍。
村民以股份制形式投入 3000 万元，建设
2019 年以来，在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
起面积 20000 平方米的综合农贸市场。这
中，唐基村率先建设起总占地 20 多亩的村
一现代化的综合农贸市场建成，让唐基村
集体鸡舍，实现人畜分离。古香古色的设
一下子成为了周边的商业中心。如今，走
进这个现代化的农贸市场，海鲜、家禽、蔬
计，更是让原本脏乱差的鸡舍，成为村中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果等各类商品分布科学，应有尽有，不仅
这条小村庄为何能绘出如此美景？原
成了村民农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每年更
来，2019 年起，该村便花费重金，邀请了浙
为全村带来超 300 万元的租金收益。
江大学的专业团队对唐基村进行了重新设
村中外出务工人员多，留守儿童和中
计，让乡村的每一处景色活了起来。2019
老年人居多，为盘活土地资源，唐基村先
后建立了农业公司 1 家、农家乐 2 家，农业
年以来，该村修建了排污设施，污水直接
合作社 3 家、家庭农场 1 家，对集体土地进 “联网”
镇污水处理厂，
文体设施不断完善，
行流转，建立起“党支部＋公司＋农户”的
绿植不断增多，
2020 年 4 月初，
该村更是用
现代化、规模化种植模式，激活村集体经
时 12 天，修建起 2.9 公里的环村道路，再次
济一池春水。
展现了唐基乡村振兴的
“加速度”。

吴川市黄坡镇唐基村唐基综合市场。 记者 张锋锋 郎树臣 摄
尊师重教，重视教育，早在 2013 年，
唐基村便向社会筹集资金，投入 120 万元
按省级标准升级建成黄坡镇中心幼儿园，
除保障唐基村适龄儿童 100％入园外，还
吸纳周围村庄的儿童。此外，该村还投入
600 多万元建设升级村小学，建设起了镇
级留守儿童学校，配备了专业的思想老师
和生活老师，为乡村留守儿童搭建起一个
温暖的家。

齐心合力共建，打造平安示范村
“你看，下课了，这是小学下课的场
景，家长们都在排着队接送孩子呢。”6 月 5
日，记者在唐基村的监控办公室内，通过
视频监控清楚地看到了学校下课的场景。
自 2018 年起，该村先后投入 30 多万安装
了 48 个视频监控，有了视频监控，村内 24
小时的治安情况一清二楚，村民们有了满
满的安全感。
进一步强化治安联防，该村还以 16 名
党员为班底，组建起 24 人的治安联防队。
治安联防队员驾驶摩托车，24 小时对村内
进行治安巡查。在村学校上下课高峰期，
治安联防队员还承担起指挥交通维持现

场秩序的工作。
“以前发生什么事，只想到报警，现在
有什么麻烦事，不仅可以打电话给党员、
村干部、驻村社工、还可以打电话给治安
联防队员，一个电话就有人赶到现场，实
在太有安全感了。”村民陈姨感叹道。
平安源于民，村民参与是平安示范村
建设的基石。一直以来，唐基村高度重视
村民平安意识的建设。
“ 我们村是少有的
集幼儿园、小学、中学于一体的乡村，在平
安建设中，我们充分发挥校园教育作用，
通过‘小手拉大手’平安校园创建等载体
带动家庭全面开展平安宣传。”村干部孙
茂荣说。
据了解，为提高村民安全意识，唐基
村不仅在村中、校内设置大量平安宣传
栏。针对不同节日，还开展了以平安法治
为主题的广场舞、书画活动。多种新式的
平安宣传活动遍地开花，让平安宣传像春
风细雨，融入了农家。
孙茂荣表示，每位村民都是平安创建
的实践者，
只有村民安全意识提高，
遵守法
纪，不做违法的事，尊老爱幼，与家人和邻
里和睦相处，
才能让平安二字常驻村中。

湛江海关做好回国船舶入境检疫

助力海洋油气勘探开发驶向快车道

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本 报 讯 （记 者 邓 耀 瑞）6 月 13 日 上
午，湛江市律师协会和广东省疫情防控律
师团湛江分团组织律师“进社区、进园区、
进商圈”，为我市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提
供公益法律服务。
当天，省疫情防控律师团湛江分团的
30 多名律师分成多个小组，分别走进东盟
城商住社区、湛江海田物流产业园等社区、
商圈、园区设立咨询摊位，
免费开展法律服
务活动。在湛江海田物流产业园，律师们
通过走访商家、企业，开展问卷调查，派发
宣传资料，为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宣讲
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并就疫情期间房屋
租赁、劳动纠纷、用工、买卖合同等方面的
法律问题接受咨询，引导企业及个体工商
户依法经营、依法维权。

法治宣传进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李梅英）6月10日，
徐闻
县总工会牵头组织该县公安局、
司法局、
禁毒
办在海安新港开展
“与法同行 共创文明”
法
治宣传进企业活动，
并给港航一线职工送上
了口罩、
酒精及凉茶、
矿泉水一批。
活动现场通过展示展板、发放宣传手
册、设置咨询台和现场答疑等形式，
向过海
旅客和港航职工宣传了《工会法》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安全生产法》、扫黑除恶、网
络诈骗、电信诈骗等方面法律法规知识。
活动现场还向过往群众宣传毒品的危害，
进一步强化人民群众禁毒意识，
提高识毒、
防毒、拒毒能力，营造了浓厚的禁毒氛围。

学习先进经验
推动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吴志华
张蓉 谢晓杰）为了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
用，推动吴川市塘尾街道重点项目塘尾一
级渔港建设，日前，
吴川市塘尾街道人大代
表小组赴珠海、阳江、茂名等地调研渔港建
设和管理先进经验。

本报讯 （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吴智雅）
6 月 9 日，雷州市老干部协会召开专题会
议，贯彻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引导鼓励广大
离退休干部学以致用，继续奉献余热为全
市中心工作建言献策，助力社会发展。该
市老干部协会全体成员，各镇（街）、机关等
53 个基层分会会长等 80 多名老干部参加
会议。
会议还为老干部们派发了全国两会学
习资料，引导老干部们不断增强服务大局
的意识，为奋进新时代奉献余热。广大老
干部们在会上谈收获、谈感想，畅所欲言，
学习气氛热烈。

市运河局
开展红色教育

盘活集体资源，激活一池春水

省疫情防控律师团湛江分
团
“进社区、进园区、进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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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老干部集体
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通过重新规划、整治环境，吴川唐基村——

进行时

2020 年 6 月 15 日

湛江海关关员在对船员采样抽血。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湛关宣）
日前，
湛江海关所属海东新区海关关员顺
利完成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海洋石油 720”
“海洋石油 760”
“海洋
石油 771”3 艘石油勘探船的回国监管工
作，
助力三艘船舶迅速投入到下一阶段的
国内海洋油气勘探开发项目中。
据悉，上述 3 艘船舶刚刚结束在境外
近 4 年的石油勘探作业，前期相继从巴
西、阿根廷等地启程回国，于近日陆续抵

达湛江口岸。
为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筑牢国门安全
防线，该关在接到企业申报后，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按照“一船一研判”的工作要
求，联合上级部门开展风险研判，制定检
疫查验作业方案；严格检疫查验，通过口
岸联防联控机制严密码头停靠泊位隔离
警戒和上下船人员管理；
针对回国入境船
员较多的情况，
安排在船边岸上的空旷地
区、安全警戒线内实施采样、流行病学调

无偿献血电子证启用
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6 月 14 日，记
者从湛江市中心血站获悉，国家卫健委
推出的“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即日起在
全国同步启用，市民可以登录国家卫生
健康委官网、中国政府网、国家政务服务
平台和支付宝、微信等平台查询属于无
偿献血者的荣誉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对
献血者，发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作
的无偿献血证书。证书明确记录了无偿
献血者的献血记录，包括献血者的献血
记录信息：献血编码、献血日期、献血种
类、献血量、献血次数、献血地点等，可作
为无偿献血者及直系亲属用血费用减免

湛江海关供图

查等工作；联合地方疾控中心采样送检，
在收到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后，
迅速为船
舶办理外贸转内贸手续，
助力船舶第一时
间投入到国内的油气勘探项目作业中。
据了解，
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推动
我国海洋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
积极响应
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保障油气高
质量供应的号召，
中国海油全力践行增储
上产
“七年行动计划”
，
加大国内油气项目
的开发力度。

与纸质版证件
具有同等效力
凭证。
据了解，新上线的电子无偿献血证
与纸质版《无偿献血证》具有同等效力。
通过电子无偿献血证，献血者可以更便
捷查询献血记录，实现用血费用减免等。
今后市民拿出手机就可以便捷地查询献
血记录，不用再担心献血证遗失的问题。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李家山
揭育聪）连日来，湛江市雷州青年运河管理
局党组组织局党政办、行政执法分局等 22
个党支部共 520 多名党员，分期分批开展
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6 月 5 日，市运河局党政办等党支部
联合前往三岭山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6 月 11 日，局行政执法分
局 等 党 支 部 共 30 多 名 党 员 到 茂 名 化 州
市“广东南路化州革命纪念馆”开展主题
党 日 活 动 ，缅 怀 革 命 先 烈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通过主题党日活动，
大家表示要做革命
精神的传承者、
弘扬者和自觉践行者，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
要弘扬
“运河人”
精神，
时刻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徐闻规划编制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蓝图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邓燕君）
6 月 12 日，徐闻县召开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编制工作暨土地执法工作会议，动员各级
各部门迅速行动，以高度负责、严谨细致的
态度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土地执法工
作，确保该县自然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实现
健康发展，为建设广东对接服务海南岛的
南门户城市，奋力当好湛江与海南相向而
行的排头兵提供规划保障。
会上，该县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解
读了省政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严厉打击
违法占用土地行为的有关文件。规划编制
单位简要汇报了该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
制工作的主要内容、前期准备情况及调研
座谈计划安排。

徐闻检察院举行
司法救助案件听证会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邢月云）
6 月 11 日，申请人陈某育申请国家司法救
助案公开听证会在县检察院举行，5 名县
人大代表、律师受邀作为听证员参加听证
会。据了解，这是该县检察院首例国家司
法救助案件公开听证会。
据了解，2019 年 8 月 12 日 6 时许，黄
某辅驾驶一辆拖拉机到曲界镇高坡村陈某
升的修理店让其修理。期间，陈某升因被
告人黄某辅驾驶拖拉机操作不当碾压致
死。案发至今，受害人家属未得到被告人
的有效赔偿。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受害人
陈某升的儿子陈某育特向县检察院提出国
家司法救助申请。
会上，申请人围绕听证议题阐述相关
事实、理由及依据。司法救助案件承办检
察官阐述核实案件事实及调查情况，并就
案件涉及的相关问题向申请人提问。各听
证员通过现场提问，对申请人的国家司法
救助申请进行了评析。最后，经过各听证
员一致评议和检察院领导研究决定，给予
申请人陈某育 3 万元国家司法救助金。
听证会结束后，该县检察院还举行了
国家司法救助金现场发放仪式，分别向陈
某育、许某风、陈某屏等 3 名申请人发放了
国家司法救济金。

坡头区检察院
开展集中宣传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潘敏）6 月
12 日，坡头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司法、
自然资源、市场监管、镇政府等单位，在全
区开展“公益诉讼”
“未成年人检察”
“群众
信访件件有回复”
“扫黑除恶”
“三项测评”
集中宣传日活动。
当日，7 名院领导带领 40 余名检察干
警分别深入辖区 4 个镇街，近距离、面对面
向群众宣传检察机关职能和公益诉讼检
察、未成年人检察等检察业务。在各个宣
传点，参与部门制作了
“公益诉讼”
“群众信
访件件有回复”
“扫黑除恶”
“三项测评”
“创
文创卫”
“交通安全”
“禁毒”
“民法典”等主
题宣传展板及横幅。宣传人员以派发宣传
手册、解读典型案例、接受群众咨询等方式
广泛开展宣传。
据统计，当日上午 4 个宣传点共展出
宣传展板、挂图 110 幅，悬挂宣传横幅 32
幅，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5000 余份，接受群
众法律咨询 100 余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