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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森林防火
守护绿色家园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本报讯（通讯员 蓝海燕
唐泉深）为全面贯彻落实上级
公安机关关于全警实战大练兵
的部署要求，自9月23日起，新
兴县公安局举行 2021年全县
公安机关实战练兵大巡检武器
使用专项培训班，分 5期对全
局民警开展集中轮训。

培训过程中，该局警务实
战教官按照省厅实战练兵大巡
检武器使用考核流程及标准，
采用理论讲授、分解示范、实操
演示等方式，围绕“七七式”警
用手枪的安全操作规范、枪支
交接、验枪规范、装退子弹、分
解结合、瞄准击发、戒备姿势、
故障排除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
解和示范，并针对参训民警在
手枪一级考核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一对一的纠正辅导。

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
参训民警在应用射击、心理素
质和安全用枪等方面的能力，
切实提升参训民警规范使用武
器的水平，为下一步参加上级
公安机关实战练兵大巡检武器
使用集中考核打下坚实的基
础。

新兴公安开展实
战练兵大巡检武
器使用专项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曾伟明）今年
以来，罗定市精心抓好森林防灭火
各项工作，取得了清明期间零火情
的成绩。当前，罗定市进入森林特
别防护期，森林防火形势逐渐严
峻，该市及时发布禁火令，以实际
行动守护罗定绿水青山。

高站位统筹防范工作。该市高
度重视森林防灭火工作，强化从高
位推动防范工作，坚持属地监管、
行业监管“条块结合”，绘制责任
清单，明确工作机制，落实领导带
班、24小时值班制度，夯实主体责
任，推动防灭火工作落地生根。今

年以来，累计召开森林防灭火各类
会议18次，先后制定印发《罗定市
森林防灭火属地管理责任清单》
《2021年度镇街应急分队森林防灭
火培训工作方案》 等系列政策措
施，统筹全市防灭火大局。

高标准推进群防群治。将宣传
教育作为森林防火第一道防线，以
森林防火宣传月为契机，在云浮市
内创新开展“我是森林防火宣传
员”活动，由各单位选派 1-3名人
员组成宣传工作群，深入群众宣传
森林防灭火相关法律法规、防灭火
常识。同时，组织镇街应急分队在

业务培训期间深入圩镇开展防灭火
宣传，强化火源管控，加强可燃物
清理，多形式、多措施、多活动营
造氛围，让森林防灭火工作家喻户
晓。

高要求开展技能培训。在云浮
市范围内率先自主制定培训方案、
编写培训教材，对该市森林消防大
队开展全员培训，结合乡镇领导班
子集中换届工作，组织森林防灭火
工作分管领导和业务干部职工等新
进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全面
提升镇街防灭火综合素质能力。目
前，已开展各类专业队伍培训、镇

街应急队伍培训、日常业务培训10
多期3100多人次，其余培训日程接
续进行中。

高质量抓好队伍建设。持续加
强森林防灭火队伍建设和演练，扩
充专业森林消防队伍，以赛促训、
以赛促学、以赛促建，进一步提高
罗定市森林消防大队整体作战能
力，对镇级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进
行机制完善、人员充实、装备强化
等策略，确保拉得出、打得赢。目
前，该市专业森林消防队伍有 90
人，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 21 支
1000多人。

罗定市多措并举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

全力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讯（通讯员 周艳婷）为
进一步强化半专业扑火队队员的理
论素养、扑火技能和实战本领，9月
28日，郁南县千官镇组织辖区内的
护林员开展扑火技能培训，授课内
容采用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在理论授课中，该镇相关负责
人结合镇情实际，详细地讲解了森

林火灾的危害性、常见森林火灾发
生的原因、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森
林火灾的科学处置和紧急避险逃生
自救的方法等内容，并细致分析了
多个森林火灾典型案例，引导参训
人员进一步提高对森林火灾危害性
的认识。

在实践操作中，主要围绕风力
灭火机等灭火器具的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等方面内容为参训人员
进行细致的讲解与演示。在镇林
业站工作人员的示范带领下，参
训人员逐一操作演练，确保培训
高效到位。

通过这次培训演练活动，不仅
提升了扑火队队员之间的协调作战
能力，同时也给大家创造了一次互
相学习、互相促进、取长补短的机

会，最终达到了锻炼队伍、熟悉装
备、提高技能的目的，切实为保护该
镇森林资源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千官镇：强化业务培训 抓好森林防火

本报讯（记者 游思明 通讯员
苏丽冰）连日来，在云城区安塘街夏洞
圩二三四线街，机器轰鸣声起伏，施工
车辆来回穿梭，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加
紧作业，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

据了解，夏洞圩二三四线街于 90
年代初开发建设，因受多种原因制约，
部分路面至今仍未实行硬底化建设，
多年来晴天尘土飞扬，雨天道路泥泞，
给附近村民群众的出行和日常生活造
成严重影响。对此，安塘街紧紧抓住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契机，立足为群众
办实事，积极响应群众最急切的诉求，
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多次入户动员争取
支持配合，并联系施工队对夏洞圩坑
洼不平路段进行硬底化建设，努力把
群众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赢得
了广大群众的拍手称赞和一致好评。

截至目前，累计已投入350万元，
已完成主路硬底化建设约 550米、人
行道透水砖铺设约4400米，目前正处
于收尾阶段。

安塘街：

为民修路办实事 联通民心便民行

本报讯 （记者 周洲 通讯员
范志鹏）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罗定市公安局罗镜派出所民警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日，该
所帮助一名外地群众成功找到多年未
联系的亲人，受到群众高度赞扬。

9月 23日，67岁的广州籍人士伍
先生来到罗镜派出所求助，称其妻子
曾女士的父亲曾老先生（原籍罗镜）已
于十多年前去世，现妻子想找回原籍

是罗镜的亲人。由于曾老先生在解放
前已到广州生活，而曾女士也从小在
广州长大，与罗镜的亲人没有联系方
式，也不知道详细地址，只能提供她有
一个侄子叫曾某康。

罗镜派出所民警接到求助后，当
即走访村（居）委干部，查找户籍底册，
使用智慧新警务等多种方式进行查
找。通过多方走访调查，发现红光村
委有一名群众叫曾某康，但曾某康已
去世。民警再深入细致调查，探访到
曾某康的兄弟曾某寿在家，于是民警
致电曾某寿，曾某寿接到通知后当即
来到罗镜派出所，经曾某寿与求助人
伍先生多方证实，曾某寿就是伍先生
查找的亲人。两人对罗镜派出所民警
的热情和高效服务表示十分感激。

罗定公安：

助力广州市民找到失联十多年的亲人

本报讯（记者 欧爱红 通讯员
陈勇成）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云安区住建局抓细抓实，坚持学史力
行，聚焦群众最急迫的需求，加快农村
削坡建房风险点整治进度，加快提高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加快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将学习成效转化
成为民服务的工作实效，以实际行动
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为加快农村削坡建房风险点整治
进度，该局制定了风险排查整治工作
方案、“以奖代补”工作实施方案，并组
织各相关单位负责人现场参观削坡建

房风险整治示范点，学习借鉴整治经
验，促进整治进度。同时，该局加快提
高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及
时调整垃圾清运模式，通过实施“户-
村-镇-区”四级垃圾清运模式，优化
清运作业链条，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覆
盖率100%，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 98%以上。目前，正在加快推
进云安区生活垃圾分类分拣中心建
设，该项目总占地面积5亩，设计分为

“三区一馆”。通过真抓实干，该局切
实为人民群众解难题，不断提升辖区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云安区住建局：

加快农村削坡建房风险点整治

本报讯（特约记者 叶锦生）
9月27日，郁南县人民政府与中电
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推进郁南矿
产资源开发、水环境综合治理、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度合作，
打造优质项目，共同推进郁南高质
量发展达成共识。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郁南区位优势独
特，交通网络便捷，生态环境良
好，发展前景可观。该公司将以此
次签约为契机，深度融入郁南县经

济社会发展，积极发挥双方技术、
人才、管理、资金优势，实现优势
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郁南县委主要负责人指出，此
次签约代表双方合作走向新的里程
碑，将对郁南高质量发展起到强有
力的推动作用。希望双方抢抓机
遇，加快项目推进，落实好市委、
市政府的部署要求，践行新的发展
理念，走绿色发展生态之路。并表
示，县委、县政府将为中电建生态
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在郁南发展提供
一流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努力实

现携手共赢发展。
据了解，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

有限公司将郁南县作为其绿色建材
发展的重要战略基地，在技术人
才、管理创新、资金设备等方面加
大投入，助力郁南建成粤西北绿色
建材生产基地、两广绿色建材交易
中心、绿色建材航运交通枢纽。双
方将在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治
理、滨水片区开发、城市综合体、
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全
面合作。

郁南县与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将开展深度合作

打造优质项目 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梁祝婷）自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安区石城镇
坚持从群众最直接的利益出发、最关
心的问题入手，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
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抓细抓
实抓到位，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石城镇五星村古家庄—大坪村道
长500米、宽5米，路面没有硬化，坑坑
洼洼，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

四处积水，每逢节假日车辆通行十分
困难，严重影响村民群众正常出行。
为解决这一难题，石城镇委、镇政府迅
速组织人员进行实地勘察，针对该村
道的实际情况，制定修整方案，决定对
村道路面进行硬化，以彻底解决附近
村民的出行安全隐患问题。

据了解，该村道将于近日完成道路
硬化工程，投入使用后可有效改善村民
出行条件，切实保障村民通行安全。

石城镇：

情系百姓出行事 修路惠民暖人心

本报讯 9月 24日下午，云城
区云城街道办事处会同该区自然资
源局、区执法局等部门对云城街道
丰收村委牛路口村刘某违法建筑依
法实施强制拆除，拆除面积约
3750平方米。

行动当日，街道执法中队配合
云城区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依规文明

执法，现场拉好横幅，维护好现场
秩序。行动中，执法人员向违建户
以及周边群众做好解释宣传工作，
教育提醒广大群众要依法依规用地
建设。同时动用钩机等机械对违法
违章建筑进行依法拆除，对抢建、
违建行为予以制止。

此次拆违行动有力地震慑和打

击了违法建设行为，下一步，云城
街将继续加大打击“两违”的力
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
时报告、及时控违，坚决做到露头
就打、零容忍，共同营造合法用地
和合法建设的氛围。

（本报通讯员）

云城街开展违法用地专项整治行动

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

涉私车辆认领公告
我市缉私职能部门查获10辆涉嫌走私车辆，经查询无法获取车辆信息及未发现上述

车辆被盗抢信息，现将车辆信息公告如下：
（一）路虎发现3（车架号SALAA25475A310245）
（二）路虎揽胜（车架号SALME1D41BA330757）
（三）路虎发现3（车架号SALAD25456A387334）
（四）宝马X5（车架号5UXFE83527LZ43273）
（五）丰田兰德酷路泽（车架号 JTEHU09J465141379）
（六）大众途锐（车架号WVGEM67L24D016398）
（七）兰博坚尼小牛（车架号ZHWGU11M44LA01662）
（八）奔驰GL350（车架号4JGBF2FEXBA750472）
（九）奔驰GL450（车架号4JGDF7CE4DA222617）
（十）奔驰S550（车架号WDDUG8CBXEA007263）
根据相关规定，限当事人或者车辆所有人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到我局接受调查处

理，逾期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苏警官
联系电话：0766-8988915

云浮市公安局
2021年9月29日

遗 失 声 明
本人谭文炳，身份证号码：

441230195112214519，遗失了
建筑许可证.证号：（90）城建字
第23号，证载权利人为：谭文
炳，土地批文号：（90）386号，占
地面积：63平方米，地址：农科
所背住宅区骏马里三巷2号。
现声明作废。

挂失人：谭文炳
2021年9月29日

遗 失 声 明
本单位因不慎，于2021

年 7月 23日遗失字样名称
为“广东泓洋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的公章一枚，编码为：
4453020046532。 现 声 明
作废。

挂失单位：广东泓洋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遗 失 声 明
本单位因不慎，遗失名称

为：云浮市黎泉饮料有限公司
星岩分公司，法定代表人：黎
华 成 ，许 可 证 编 号 为 ：
JY24453020013604 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壹份。现声明
作废。

挂失单位：云浮市黎泉饮料
有限公司星岩分公司

2021年9月29日

遗 失 声 明
本单位因不慎，遗失业户

名称为：云城区高炳钊普通货
物运输部，车牌号码为：粤
W82760车道路运输证IC卡，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
445300005902。现声明作废。

挂失单位：云城区高炳钊
普通货物运输部

2021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