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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快递

本报讯（记者 苏显亮） 6月
29日，由云浮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共同主办的“文明旅游
你我最美”主题宣传活动在市文化
馆门前广场举行。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郭亦乐出席活动。

郭亦乐在致辞中发出积极参
与文明旅游的倡导，她指出，文明
是最美的风景，旅游发展离不开文
明。希望通过此次文明旅游宣传
活动，可以更好地推动我市旅游行
业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下继续
健康有序发展。旅游经营者从业

者必须做到诚信经营，为景区的发
展提供一个文明、舒适、友善的旅
游环境，同时引导所有的旅行出行
者要争当文明旅游的实践者和传
播者，共同擦亮文明旅游的牌子，
展示我市文明旅游的风采，让文明
成为旅游行业发展最亮的底色，让
旅游成为文明城市建设最好的载
体，提高城市文明水平，为云浮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助力。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文明旅
游 你我最美”集体宣誓与签名活
动，并向各县（市、区）授予“文明旅
游 你我最美”志愿服务队旗帜。

我市举办“文明旅游 你我最美”主题宣传活动

擦亮牌子展示风采 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本报讯（记者 林瑞荣 刘烁）
昔日撂荒地，今天特色农业发展热
土。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云城区腰
古镇在董迳村等地进行平地复耕，引
入农业企业发展现代特色农业，过去
的撂荒地焕发新的生机。

在董迳村茶亭垌，苍翠的小山丘
下，沃野平畴，地里的香芋南瓜苗

拔节抽蔓（如图），生机盎然。这里
是云城区腰古镇董迳村（茶亭垌）
撂荒地复耕复种示范片，面积约
100亩，实施单位为腰古引进的农
业企业云浮市佰稻米业发展有限公
司。腰古，曾是云城重要的粮仓，
近年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种田吸引
力下降，丢荒弃耕时有发生，茶亭

垌这几年也曾一片野草。
云浮市佰稻米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钟木成表示，今年初，公司承
接对董迳村茶亭垌等地1000亩荒田
进行复耕，目前已经平地210亩，早造
已种了香芋南瓜及水生通心菜，计划
晚造全部种优质生态“竹稻1号”竹稻
米。“我们希望与村民一起合作，加快

推进荒田复耕，并探索盘活弃耕地的
路径，实现多方共赢。”钟木成说。

据了解，腰古镇引入云浮市佰稻
米业发展有限公司，计划打造集“竹
香粘”竹稻品种研发繁育、竹稻种植、
竹稻米加工、竹稻酒酿造生产、乡村
特色康养旅游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
业基地。

云城腰古镇积极推进荒田复耕

昔日撂荒地焕发新生机

本报讯（记者 黄洋）“七一”来临
之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6月 28日，云浮日报社组织全体党员、
预备党员及发展对象开展主题党课活
动。

活动中，云浮日报社党支部主要
负责人以《巩固拓展舆论主阵地 筑牢

“两个维护”重要方阵》为主题，讲了
一场生动的党课。党课指出，要把

“两个维护”作为宣传的第一位任务，
贯穿在新闻工作的中心任务、全部平
台、具体版屏、锐意创新、责任落实
以及党组织的斗争实践当中。领导干
部要站在第一线，起先锋表率作用，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示精神作为
宣传的第一内容，与中宣、省宣、市
宣同声同调，与央媒省媒对标对版开
展新闻媒体宣传工作；党支部要起战
斗堡垒作用，确保党小组活动日常
化、常态化；党员要起标杆旗帜作
用，牢记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坚定理
想和信念，讲好云浮故事，传好云浮
声音，树好云浮形象。

云浮日报社开展主题党课活动

巩固拓展舆论主阵地
筑牢“两个维护”重要方阵

云城区：
本报讯（特约记者 张英达） 6月

29日，云城区举行 2020年“广东扶贫
济困日”捐赠活动，共襄善举，同献爱
心，发动社会各界绵力齐聚、众志成
城，广泛参与扶贫济困日活动，为云
城区决胜脱贫攻坚汇聚点滴力量，作
出应有贡献。

据悉，截至 29日 15时，云城区共
募集善款 198452.71元，各镇（街）、各
单位捐赠活动也正在进行中。

新兴县：
本报讯（特约记者 何勇 通讯

员 梁晓珺） 6月 29日，新兴县举行
202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启动
仪式，机关大院全体干部职工和爱心
企业代表进行现场捐款献爱心活动。

在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代表纷纷上
台捐款，新兴县六祖慈善会接受认捐支
票。县四套班子领导及县委、县政府机
关大院全体干部职工慷慨解囊，积极参
与奉献爱心活动。据统计，活动现场筹
得善款1254万元，创历年新高。款项
将全部交由县六祖慈善会用于新兴县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

期间，新兴县委、县政府还为
2019 年慈善捐款爱心企业进行颁
奖。据了解，新兴县自 2010年 6月
30日开展“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以来，10 年间共募集到善款累计
7637万元。

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报讯 （记者 钱枫 通讯员

云法研） 6月28日上午，市中级人民
法院开展“广东扶贫济困日”集中捐
款活动。活动现场，该院领导干部带
头，全院干警积极响应，为脱贫攻坚
工作慷慨解囊。本次捐赠活动共收到
112名干警所捐款项 22430元，所有
捐款将统一交云浮市慈善会，助力我
市脱贫攻坚工作。

市人民检察院：
本报讯 （记者 钱枫 通讯员

云检研） 6月 28日，市人民检察院
组织开展 2020 年“广东扶贫济困
日”捐款活动，该院全体干警职工参
加了捐款活动。活动中，该院干警们
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尽己所能，奉
献爱心，主动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
实现乡村振兴贡献检察力量。据了
解，此次活动共收到捐款 19550元，

将统一交给云浮市慈善会，助力我市
脱贫攻坚工作。

市人社局：
本报讯 （记者 周帅 通讯员

张笑天） 6月 28日，市人社局在局
机关举行 2020 年“广东扶贫济困
日”捐款活动，积极发动干部职工踊
跃参与扶贫济困捐款，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贡献人社力
量。活动中，该局领导班子带头，局
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共 114人纷纷响
应、踊跃捐款，筹集捐款24100元并
全部汇缴市慈善总会。

市交通运输局：
本报讯（记者 周帅） 近日，市

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 2020年“广东
扶贫济困日”捐款活动。广大干部职
工慷慨解囊，踊跃捐款，奉献爱心，
以实际行动支持扶贫济困活动。据统
计，共募集到捐款36900元。

市司法局：
本报讯 （记者 钱枫） 6月 28

日，市司法局积极响应市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的号召，举行“广东扶贫济困

日”捐赠活动。该局全体干部职工、
市律师协会代表、律师事务所代表、
司法鉴定所代表参加了捐赠活动。据
统计，活动共筹集捐款47260元，其
中市司法局干部职工捐款 15760元，
市律师协会捐款10000元，律师事务
所及司法鉴定所代表捐款21500元。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本报讯（记者 林峰 通讯员 刘嫚）

6月 28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
202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活
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活动
中，该局党员领导干部带领全局及所
属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踊跃捐款，奉
献爱心，共筹得善款4560元。

市自然资源局：
本报讯（记者 黄洋 通讯员

周超敏） 6月28日，市自然资源局举
行 202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募捐
活动。活动中，该局领导带头捐款，
全体干部职工纷纷踊跃捐款，奉献爱
心。据悉，此次活动共收到捐款
36030元，共有 195名干部职工参加
了捐款。所捐款项将全部定向用于该
局帮扶的南江口镇和金鸡镇贫困村的
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本报讯（记者 林峰 通讯员
朱林生）6月 29日，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驻广州专员办专员关进敏率
队对我市推进禁食野生动物后续
工作进行督导调研。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黄天生参加调研。

座谈会上，黄天生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督导组汇报了我市
陆生野生动物养殖场等基本情
况。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禁食
野生动物后续处置工作，将以督
导为契机，按照要求，查漏补
缺，加强宣传发动，落实属地责
任，确保各项退出措施落实到

位，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希望
上级林业部门继续对云浮的相关
工作予以关心和指导。

督导组强调，云浮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上，抓好落实，增强全民
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倡导文明
进餐习惯，有序平稳，科学安全高
效推进后续工作。

汇报会后，督导组一行还前往
云城区河口街及云安区都杨镇的
野生动物养殖场，对在养野生动物
的后续处置工作进行现场检查指
导。

国家林草局督导组到我市开展专项督导

增强全民保护野生动物意识

我市积极开展扶贫济困日捐款活动
关爱贫困人口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钱枫 通讯员
云法研） 6月28日，市中级人民法
院组织到结对帮扶的云安区石城
镇高潭村开展“三联系”暨“七一”
主题党建活动。

活动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主要
负责人为该村党员群众上了一堂
生动形象的主题党课。他希望全
村党员干部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
导，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党委政府的
决策部署，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走好、

走稳、走实“最后一公里”，确保圆
满完成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任务；要
以学习贯彻民法典为抓手树立规
矩意识，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的先锋，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
出来，为高潭村各项工作开展打牢
法治基础。

当天参加活动人员还实地察
看了高潭村乡村振兴建设工地，先
后到困难党员叶子东、贫困户叶文
辉家中进行慰问。

市中级人民法院到帮扶村开展“三联系”活动

确保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本报讯（记者 许舒婷） 6月
23日-6月 29日，市人大常委会对
我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调解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办法》(以下
简称“一法一办法”)情况进行执法
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培
芬参加执法检查活动。

检查组一行先后到我市各县
（市、区）实地检查基层人民调解组

织等单位机构运行情况，并召开座
谈会听取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社会有关方面贯彻实施“一
法一办法”的情况汇报。

检查组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以更高要求做好新时代人
民调解工作，进一步加强统筹协
调，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加大保障力度，着力构建富有
云浮特色的人民调解体系。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一法一办法”检查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全面深入推进工作

本报讯（记者 许舒婷） 6月
29日，云浮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研究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
开，标志着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
究会正式成立。市人大常委会常
务副主任朱爱玲，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江壮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黄汉棣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云浮市人大制度研
究会章程（草案）及云浮市人大制
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
员安排建议的说明，审议并表决通
过《云浮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

会章程》《云浮市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研究会选举办法》。会议选举产
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选举
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和
秘书长。江壮宏当选为研究会第
一届理事会会长。

会议强调，要发挥好研究会的
作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理
论学习，坚持党的领导，密切联系
我市实际，加强研究成果的转化和
利用，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会一届一次会员大会召开

加强研究成果转化利用 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雅行教育 立德树人
近年来，云城区富丰小学积极开展“雅行”特色教育活动，以“雅行教育”为主线，逐步塑造优雅的教师、文雅

的学生，打造高雅的学校文化环境，将“雅行”教育和文化课教学二者有机结合，营造争创和谐文明班级以及人
人争当“雅行少年”的氛围。 （记者 徐登科 通讯员 幸旺英 摄影报道）

本报讯（ 特约记者 云府信）
6月29日，市府办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到挂钩帮扶的云安区白石镇石
底村开展庆祝建党99周年主题党
日暨“三联系”活动。

市府办一行深入发财树基地、
花卉苗木深加工基地和多肉植物
基地，与基地负责人、村委干部交
流，了解扶贫产业发展情况及企
业、基层诉求，现场对该村提出
的问题进行回应，努力为基层排
忧解难。

下一步，市府办将认真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推动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一是强力推进产业发展，持续
大力做大做强发财树、多肉植物等
项目，加快发展农村电商，拓展农
产品销售渠道，带领更多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二是加快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进一步挖掘乡村旅游资
源，加大宣传力度，打造乡村旅游
网红景点。三是全力解决群众关
切的民生问题，完善民生基础设
施，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期间，市府办还开展了重温入
党誓词活动和环境卫生整治志愿
活动。

市府办到石底村开展主题党日暨“三联系”活动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