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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用人单位：
《茂南区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明确残疾人按比例就

业情况联网认证“跨省通办”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
（茂南残联〔2022〕17号）已于2022年7月20日印发，
并依规定全文公开到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政府官网，网
址 ：http://www.maonan.gov.cn/zwgk/tzgg/content/
post_1058778.html，请茂名市直（含茂南区）各用人单
位自行到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政府官网下载，执行过程

如有疑问请径与茂南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联系，
电话：0668-2206819，办公地址：茂名市油城三路319
号一楼西头。

本公告自印发之日起生效，自刊登之日起满60
日即视为送达。

茂名市茂南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2年8月4日

茂南区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明确
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

“跨省通办”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
指挥中心LED屏

采购公告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指挥中心计划采购3个LED

大屏。本次采购主要需求为匹配全媒体指挥中心设
计方案。本次报名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请有意向
的单位来到茂名日报社3楼新闻技术科报名，现场了
解及确定我方需求。

报名时间：2022年8月5日-8月11日
方案提交截止时间：8月12日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2963907 13727824889

■记者 曾金妍 通讯员 王永术

本报讯 8月2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黄玉华主持召开市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主任会议。主任会
议组成人员黄宝强、黄奕奕、陈凡晓、杨
雄、吴海强、梁田欢出席会议。

会议讨论了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时间。会议决定，市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于2022年8月
29 日召开，会期 1 天。会议建议议程为：
听取和审议 《茂名市城市供水条例 （草
案）》；审议《关于修改〈茂名市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茂名市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条例〉两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
案）》；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茂名市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
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2021年
市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市级决
算；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市级2021年度
预算执行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
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茂名市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
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市

级2022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
议人事任免事项；听取市政府关于全面推
进林长制和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情况的报
告；听取市检察院、市中级法院、市公安
局关于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对公安司法机关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工作审议意见
情况的报告；听取市政府关于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他。

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其他事项。

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将于8月29日召开

“嘉豪轩”2021北部湾城市群冼夫人文
化宣传大使选拔赛总决赛将于明晚 8点在
茂名市民中心一号厅举行。谁将成为“嘉
豪轩”2021 北部湾城市群冼夫人文化宣传
大使冠军？让我们拭目以待。

晚会好戏连台 节目精彩不断
“嘉豪轩”2021 北部湾城市群冼夫人

文化宣传大使选拔赛的举办，进一步加
强了北部湾城市群文化交流，弘扬和传
承了冼夫人文化，使冼夫人文化得到进
一步升华。

总决赛之夜，17 名选手们将带来精
彩的晚装秀表演、汉服展示以及乐器演
奏、舞蹈表演、歌曲演唱等，节目形式多
样，丰富多彩。当晚，主办方还邀请了
多名重量级嘉宾助阵演唱。其中，第十
三届全国优秀声乐人才展演（文华奖）
获得者李菁将带来歌曲《在希望的田野
上》《领航》。国家一级演员乔建军带来
男声独唱《中国喜洋洋》《撸起袖子加油
干》。此外，全国金话筒百优主持人、我
省著名主持人任永全将亮相总决赛晚会

并担任晚会的主持人。
总决赛将至，17 名选手已为最后的

“决战”做好了准备。选手夏桐表示，她
已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去严格要求自
己，希望在大赛总决赛的舞台上超越自
己。同时，自己会以“冼夫人文化宣传大
使”这个称号为动力，全心全意宣传好冼
夫人精神，努力让更多的各地朋友了解
茂名、了解茂名好心文化。选手黄丽燕
表示，在“嘉豪轩”2021 北部湾城市群冼
夫人文化宣传大使选拔赛的舞台上，她
会保持对冼夫人文化的热情，一战到
底。在她看来，此次参赛让她的个人能
力得到了很大提升，在冼夫人宣传大使
选拔赛的舞台上成长为不一样的自己。
这是她在这个比赛中得到最大的收获，
也是最珍贵的体验。

把“好心故事”融进节目
大赛致力于传播冼夫人文化，让冼夫

人文化传播出去，让“好心精神”走进千家
万户。总决赛当晚，从开场舞《冼夫人出
征》到选手语言类才艺展示《一起说说冼

夫人》，再到嘉宾表演唱《俚人之歌》等，各
个节目都将紧紧围绕着“好心”二字。届
时，还会有茂名市文旅艺术协会带来的情
景歌舞《做年例之冼夫人新唱》，这个节目
将冼夫人传奇故事和独特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年例”以新说唱和情景剧形式展现
在观众面前。

总导演甘毅明表示，总决赛的节目在
深耕茂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
注入新活力，力求做到尽善尽美，满足不
同年龄段观众的需求。谈到赛事亮点时，
他透露《一起说说冼夫人》会以舞台剧形
式呈现。该节目打破以往简单的诗歌朗
诵形式，将使比赛更富有寓意更具有看
点。表演唱《俚人之歌》是动漫连续剧《冼
夫人之好心宝宝》主题曲，将结合小朋友
的喜好进行演绎。在甘毅明看来，选手
们通过多轮比拼和集中培训，已从中深
入学习冼夫人文化，既对相关的历史事
件、冼夫人精神等更了解，也在能力和素
质方面有提升，有利于她们以艺术的手
段讲好“好心故事”。他说：“我相信选手
们无论是从舞台表现，还是才艺展示等，

都能给大家带来惊喜，传递出冼夫人的
‘好心精神’。我期待在她们身上看到活
灵活现的‘好心精神’，祝愿选手们取得好
成绩。”

本次大赛由中共茂名市委宣传部、
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茂名
日报社主办，茂名日报社传媒中心、茂名
日报社经济新闻中心、茂名网承办，茂名
市嘉豪轩食品有限公司总冠名，同时得
到茂名市区赛区冠名单位钧明城，电白
赛区冠名单位茂名市恒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恒隆新城），化州赛区冠名单位
化州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绿景
国际花城），接待酒店阳羚大酒店，指定
饮用水甘纯氏放心水，指定餐饮味派菜
园子，以及茂名市悦音琴行有限公司、芭
黎婚纱&我爱我家摄影、广东班雅花艺文
化有限公司、化州市联信种植专业合作
社、信宜教育城小学、高州国荟大酒楼、
MK 私人定制婚礼馆、茂名市城市公共汽
车有限公司、广东伊人幸福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茂名市老熟人广告工艺礼品有限公
司的大力支持。

“嘉豪轩”2021北部湾城市群冼夫人文化宣传大使选拔赛总决赛明晚举行，多名重量级嘉宾现场助阵

17名选手展示才华传扬“好心精神”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李茜

■记者 杨海云 通讯员 甘超海

本报讯 8 月 3 日至 5 日，2022 年第
一期市直机关基层党支部书记轮训班在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官渡校区举办。轮训
班分两期，每期学习三天，通过集中培训
和学习，进一步提高市直机关基层党支
部书记的履职水平和服务能力，推动市
直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市直机关基层
党支部书记约800人参加培训。

近年来，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始终
把党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来抓，全面落
实党建工作责任，着力锻造过硬队伍，
创建模范机关，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据
了解，此次轮训的内容针对市直机关基
层党支部书记的需求作了合理设置，内
容丰富，邀请了4位授课老师分别就“坚
持党的领导，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新时期机关党支部工作”“学习贯彻省
党代会精神”“做守纪律讲规矩的模范”
进行专题辅导。还设置了《机关党支部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操作实务全书》《最
新发展党员工作规程方法与案例启示》
等学习课程，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我市直
机关基层党支部书记的理论素养和党
务工作队伍，推动我市基层党建工作的
建设水平和组织力。

市直机关工委领导作开班动员讲
话时强调，基层党支部工作能否有效开
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部书记“领头
雁”作用的发挥。希望参训人员要提高
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的思想自觉；涵养政治品格，切实增强
履行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的行动自
觉；珍惜学习机会，切实增强培训教育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增强新形势下
做好机关党建工作的能力，为我市高质
量建设产业实力雄厚的现代化滨海城
市、打造沿海经济带上的新增长极提供
坚强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2022 年市直机关
基层党支部书记
轮训班举办

■记者 张伍 通讯员 赵启旭

本报讯 前日，满“眼”都是你，甜蜜
过七夕——2022高州龙眼告白大湾区专
场推介（下称“推介会”）在广州珠江上举
办。推介会由高州市人民政府主办，高州
市农业农村局、南方农村报社共同承办，
省农业农村厅领导、高州市领导及相关单
位负责同志、专家代表、采购商代表、高州
企业代表及新闻媒体代表媒体参会。

据了解，本次推介旨在为深入实施
2022高州龙眼“12221”市场营销行动，打
好高州龙眼产业、市场、科技、文化“四张
牌”，进一步打开高州龙眼在销区市场的
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高州是广东省农业大市、全国水果
第一市，农业规模、产量、产值，连续多年
稳居全省第一，相继获批建设荔枝、龙
眼、香蕉和丝苗米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高州还是世界储良龙眼发源地和中
国金牌龙眼之乡，全市龙眼种植面积 32
万亩，现已形成集标准化种植、精深加
工、文化旅游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
格局，高州龙眼也已成为优质龙眼的代
名词。刚刚结束的荔枝销售季，高州
荔枝成绩喜人，价格创历史新高，品质
好的荔枝更是供不应求，多个荔枝主
产区出现采购商抢货现象。如今，龙
眼接“荔”上市，再续甜蜜，高州也将深
入推进“12221”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
积极发挥产业资源优势，全面推进高
州龙眼营销工作。高州龙眼以种植最
早、品质最优、产量最高、产业最强享誉
海内外，已经形成“买世界，卖世界”的
发展态势，欢迎各大采购商前往高州品
鲜果、下订单。

会上播放了高州储良龙眼科普视
频，广东省中药研究所制药工程高级工
程师高华宏对高州龙眼药食同源相关价
值进行了解读。现场还进行了产销对接
签约，颁发 2022 年高州荔枝“12221”市
场体系建设“营销创新奖”、“模范镇街
奖”、“优质采购商奖”。

会上还播放了高州市甜美果海示范
带宣传视频。该示范带位于根子镇、分
界镇，以荔枝、龙眼为主导产业，全长 39
公里，是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最强的
荔枝龙眼产业带，展示了百里乡村画廊，
千年农耕文化，万亩甜美果海，百亿元富
民产业的美丽图景。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原二级巡视员郑
宏宣表示，高州为广东省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提供了高
州模式与高州做法，希望在省委省政府
的领导下，高州继续推进现代农业产业
的路子，将荔枝、龙眼、香蕉这三个优质
产业做大做强。

高州举办2022龙眼
告白大湾区专场
推介会

■记者 曾金妍 通讯员 赖广昭 卢晓娟

本报讯 昨日，我市召开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视频调度会，在市会议结束后，电
白区接着召开全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调度会，贯彻落实市有关视频会议工作部
署，对下一步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细
化、再研究、再部署。会议以视频的形式

开至电白各镇（街道）分会场。
会议强调，一要以时不我待的精

神、分秒必争的行动和更快更严实更细
的硬措施，团结上下，坚定不移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
清零”总方针，坚决果断处置本次疫
情。二要高度重视，坚持以快制快，全
力以赴，迅速把“0804”疫情“围住、

捞干、扑灭”。三要落实“三人小组”精
准排查，捆绑作战，并联推进追阳、检
测、流调、判密、落位、转运、隔离等
核心处置环节。四要按省、市领导专家
评估，尽快启动相关镇街的大规模核酸
检测，以最快的速度实现“黄码”清
零。五要加强督查督办，及时通报防疫
信息，同时加强对一码通的使用指导，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和防疫要求。
会议要求，要周密做好转运隔离，

高质量做好流调，发挥大数据精密智控
作用，确保精准溯源；各镇 （街道） 要
压实责任，严密筑牢输入防线，加强各
项应急准备工作，抓紧时间有序开展好
水东、电海、陈村街道及旦场镇碧桂园
周边区域大规模核酸检测。

电白区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

全力以赴 迅速把疫情“围住、捞干、扑灭”

■记者 曾金妍 通讯员 郑宇芬

本报讯 8 月 4 日，电白区在省外返茂
人员中发现 1 例核酸检测阳性个案，为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快
速有效阻断疫情扩散风险，电白区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疫”线集
结，火速奔赴核酸检测一线。

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守好家门口抗
疫“主阵地”。8 月 4 日，发现 1 例核酸检
测初筛阳性个案后，电白区立即启动应
急响应，依规有序开展流调溯源、核酸检
测、隔离管控、环境消杀等处置工作。在
电白区委组织部的号召下，旦场碧桂园
和盈翠生态园小区的党员干部积极响
应，主动报名，迅速投身到小区抗“疫”队
伍中去，就地化身为核酸检测采样点上
的“秩序员”、防控区域的“守门员”、小区
居民的“通知员”、居家隔离居民的“服务

员”和疫情防控的“宣传员”，充分发挥了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组建志愿服务队，火速驰援核酸检测
一线。8 月 5 日中午，在初筛阳性个案确
诊后，电白区各级党组织在区委组织部的
统一协调安排下，在水东、电海、陈村街道
及旦场镇碧桂园周边区域的 98 个核酸检
测采样点全部选派科级干部担任“点长”，
每个点长带领 10 余名党员志愿者组成党
员志愿者服务队，直接联系街道社区，火
速支援水东、电海、陈村和旦场四个镇街
大规模核酸检测。

开展志愿服务，助力核酸检测跑出“加
速度”。在各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党员干部们
穿上红色志愿者服，主动引导前来进行核酸
的居民群众排队测温、提前备好核酸检测码、
维持现场秩序等，同时耐心解答群众咨询，提
醒排队群众规范戴好口罩，有效缩短了居民
群众排队等候时间，提高采样效率。

电白区广大党员志愿者迅速奔赴核酸检测一线

积极响应 守好家门口抗疫“主阵地”

党员志愿者在采样点协助医护人员做好核酸检测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