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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林峰 通讯员
张绍萍）连日来，云城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大力推进“全链条服务”创新模
式，积极开展退役军人返乡走访活动。

在走访过程中，该局工作人员深
入退役军人家中详细了解退役军人的
思想动态、家庭情况、复学情况、就业
需求等情况。在退役士兵“孪生兄弟”
陈桂清和陈桂洪家里，走访人员对兄
弟俩支持国防事业，双双参军的举动
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他们回到家乡

后继续为云浮作贡献。兄弟俩纷纷表
示，坚决拥护党的领导，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尽快转变角色，提升知识技
能，争当新时期优秀退役军人，为家乡
建设添砖加瓦。兄弟俩还立下誓言

“若有战，召必回”。
下阶段，该局将对今年 9月返乡

的退役士兵进行全员适应性培训；与
相关部门联合举行退役士兵招聘会，
安排专人一对一精准推送就业岗位，
聚力打造“全链条服务”品牌。

云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退役军人提供“全链条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李洪标）
为切实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
自防自救能力，全面抓实校园消
防安全工作，日前，郁南县都城
镇中心小学组织全体师生举行
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演练开始前，学校提前做好
宣传动员、安全教育和疏散安排，
讲解消防应急疏散的流程和火灾
现场逃生的正确做法，要求全校
师生把演练当实战，扎实掌握紧

急疏散方法。随着急促的警报声
响起，全校带班（上课）的老师迅
速作出反应，组织学生按预先拟
定的路线快速、安全、有序撤离，
其他老师则到达楼层（梯）拐角处
配合指挥学生疏散，学生们一个
个弯腰、低头，用毛巾捂住口鼻，
在老师的带领下从各班教室迅速
撤离到应急疏散安全场地——操
场。各班师生逃生到操场之后，
迅速集合排成方队安静坐下来。

紧接着各班清点人数上报，全校
师生全部安全撤离。整个演练过
程紧张有序、实用性强，收到了预
期的效果。

通过此次消防应急疏散演
练活动，为师生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安全教育课，让师生们熟悉校
园安全出口，确保灾害事故发生
时能够第一时间在最近的通道、
以最安全的方式疏散出来，提高
自救自护能力。

都城镇：

消防演练进校园 筑牢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 （记者 黄洋 通讯员
黄欧慧 施敏静）为增强全民质量意
识，强化质量基础建设，深入开展质量
提升行动，近日，云城区市场监管局开
展以“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 大力
推进质量强国建设”为主题的“质量
月”活动。

行动中，出动检查人员 22人次，
检查儿童和学生用品经营户 7家次，
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3份，签订《儿
童和学生用品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7
份，同时向经营者宣传儿童和学生用
品的相关质量政策规定和知识，督促
经营者压实主体责任，落实进货查验
制度，指导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在
校园周边张贴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
护行动宣传海报20张，宣传普及儿童

和学生用品的相关知识和质量政策规
定。积极组织辖区相关企业人员和监
管人员参加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提升
线上培训，全面提升该区儿童和学生
用品质量水平。

同时，开展电动自行车质量专项
行动，严格查处经营不合格电动自行
车的违法行为，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298人次，共检查辖区内电动自行车
销售单位 143家次，立案 1宗，查扣不
合格电动自行车5辆。

下一步，云城区市场监管局将继
续开展“质量月”活动进企业、进校园、
进社区，向广大群众和企业普及质量
知识，提升质量意识，推动形成“人人
关心质量，人人重视质量，人人享受质
量”的良好氛围。

云城区市场监管局扎实开展“质量月”活动

守护质量安全 助推质量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曾伟明）今年
以来，罗定市积极探索基层公共法
律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径，通过
不断完善“实体+网络+上门”联动服
务机制，畅通群众服务“绿色通道”，
力求将公共法律服务做得更深更细
更实，满足基层群众多层次、多种类
型法律服务的需求。

升级“半小时法律服务圈”，推
动普惠均等。统筹整合公共法律资
源，不断提高市镇村三级公共法律
服务平台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全
市建成13个示范性乡镇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站和38个示范性村（社区）公
共法律服务工作室，超额完成了示
范性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的建
设任务（省下达的任务为8个）；建成

乡村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全市
336个村居连续 8年实现法律顾问
全覆盖，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法律服
务均等化。今年以来，全市村（社
区）法律顾问登记工作台账总条数
3666条，办理国内民事案件 744宗、
涉外民事案件109宗，出具法律专业
意见 191 件、接受群众法律咨询
6000多人次、人民调解 36件、法律
援助 3件，办理公证业务 854宗，公
证文书合格率达100%。

打造“家门口法律服务圈”，实
现精准精确。整合法律顾问、法律
明白人、人民调解员等多元力量，组
建综合型公共法律服务队伍，将工
作战线前移，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纠纷调解、法律援助转办、公证预约
等多项法律服务，打造家门口村（社

区）公共法律服务圈。在全市336个
村（社区）搭建“一村一法律顾问服
务”微信群，贴身不走、触手可及、时
刻在线，进一步畅通民意诉求渠道，
为村民提供“精准精确”的法律服
务，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节省法律顾问、村民往来成本，提高
服务效能。今年 1-8月，全市共调
解案件 2094宗，调解成功 2017宗，
调解成功率96.3%，其中不少个案是
利用微信、使用电脑分屏显示设备
技术，让双方当事人以看得见、摸得
着、有感觉的方式公平公正成功进
行调解。

构建“多元化法律服务圈”，提
升聚合效应。建立健全部门协同机
制，强化与公检法、人社、民政、信访
等部门的互联对接和业务协同，以

及与法律援助、律师、公证、基层法
律服务、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机构
的衔接沟通，实现公共法律服务与
诉讼服务和社会法律服务的有效对
接，提高群众获得公共法律服务的
便利性，推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多
元化和质量效率的提升。其中，罗
定法律援助处围绕群众特定公共法
律服务需求，与民政、劳动部门协
作，为6名政府出资供养或者慈善机
构出资供养的困难人员提供告知承
诺制申请法律援助，让特定困难群
众能以手续更简便、成本更低的方
式申请到法律援助；为外省籍民工
任××、杜×因施工出现意外死亡的赔
偿纠纷，迅速落实优先办理、优先出
证的便民服务措施，确保死者家属
顺利领到保险赔偿金。

罗定市“三圈融合”优化基层公共法律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潘理民）在 9
月 30日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为进
一步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
持续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9月27
日，云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到该区六
都镇、石城镇走访慰问烈士家属，传
达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的关怀和问
候。

在烈士家属家中，慰问组与烈士
家属进行攀谈交心，详细询问烈属的
家庭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心
声，讲解有关政策法规，回应他们提出
的问题，及时妥善处理他们的诉求和
困难，并送上慰问金。

烈士家属对退役军人事务局慰问
组看望表示感谢，并表示要继续发扬
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尽心竭力为
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云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善待烈士家属，让他们过上幸
福的生活，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
任。该局将一如既往地关心照顾好烈
士家属，时刻把烈士遗属的冷暖放在
心上，多关心照顾他们的生活，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好各项优抚政
策，真心诚意地为他们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
们的心坎上。

云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走访慰问烈士家属

本报讯（通讯员 叶绿宝）伴着秋天
的阵阵微风，笔者走进新兴县天堂镇五西
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道路、整齐
划一的房屋和村民幸福满溢的微笑……

“幸福感都是从生活中每一件小事积累起
来的，村民们都很团结，愿意为建设家园
出钱出力，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分
力。”五西村党委书记高华新说。

为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五西村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坚持以治“脏”为重点，
全面清除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非正规垃
圾堆放点，彻底清理大街小巷。

“我们每个月向每户家庭收取5元的
垃圾处理费，每户一年也就60元，部分困
难的家庭，我们会免费处理。”高华新告诉
笔者，该村有1000多户人，每年可通过村

“两委”干部以及全体村民自筹 6万多元
的保洁费。

据悉，五西村实行“户分类——村收
集——村清运——村处理”的垃圾处理模
式，每天由保洁员定时上门收集，定时清
运，集中处理。自筹的资金除去日常垃圾
处理费用，剩余部分还用于清理公路两旁
垃圾黑点、杂草等。

“每个月才 5块钱，自从实行这样的
保洁制度，村里的垃圾都能够有人及时处
理，不用像以前那样堆积成山才处理。”五
西村的梁伯告诉笔者，“我们偶尔还一起
到村里开展卫生大行动，邻里乡亲对这种
做法很满意。”

如今，村民们茶余饭后，一边在平整
干净的村道上散步，一边呼吸着田野里的
新鲜空气，颇为惬意。

天堂镇五西村：

乡村清洁经费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修复塌方道路 确保出行安全
近日，新兴县簕竹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在走访时了解到，该镇非雷村岭

下村的一条村道出现部分塌方，严重影响群众的出行安全。驻镇帮扶工作队立
即与新兴县交通部门对接联系，并到现场展开调研，迅速确立修补方案，力争尽
快修复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记者 陈锐兵 通讯员 李剑锐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蓝海燕 区美琪
叶聪）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
知识，9月 27日下午，以“百年再出
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
题的2021年云浮市“全国科普日”活
动走进新兴县惠能中学。

活动以一场别开生面的航模展
示及飞行表演拉开帷幕，活动内容
包括：机器人表演互动体验、无人机
飞行表演及体验、防震减灾知识宣
传、急救科普及体验、三维创新设计
作品与体验等。

据悉，自 2002 年 6 月 2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
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全国科
普日”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
展，是开展科普宣传活动的重要
载体。举办科普进校园活动，对

于推进学生素质教育，启迪学生
的科学思维，激发学生爱科学、
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动青
少年学生科技活动的蓬勃发展具
有积极的作用。

我市“全国科普日”活动走进新兴县惠能中学

本报讯（记者 罗强 通讯员
高广贤）为进一步巩固提升人居环境
整治成效，给群众创造干净整洁、文
明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近日，郁南
县连滩镇组织 50多名镇村党员干部
到社区主要街道、文体广场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身穿红马甲，
拿起扫帚、火钳等工具走进社区网格，
将隐藏在背街小巷的小广告一一清
除，并对张公庙广场公厕进行大清

洗。同时，党员干部还向周边群众派
发爱国卫生运动宣传手册，对违规占
道经营、无牌经营的流动小贩进行引
导教育。

连滩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
多措并举，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爱国卫
生运动，做实做细环境卫生整治、病媒
生物防制、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提
升、科普宣传健康教育等工作，不断改
善辖区人居环境，有效提升居民的满
意度、幸福感。

连滩镇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