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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国鼎 曾碧玉

本报讯 近日，信宜市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举行第十一次会议。会议由信
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杜坤玲
主持，信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凌胜、
梁其金、卢耀、黄钟发、俞淮竞及委员共
24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开会法定
人数。信宜市副市长樊勇强，信宜市监
委、信宜市法院、信宜市检察院有关领
导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信宜市人民检察院关
于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情况报告。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2022 年上半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
报告、2021 年财政决算草案和 2022 年
1-8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
关于批准信宜市新增债券资金用途调
整的报告、2020 年审计查出问题的整
改工作情况报告、2021 年市本级财政
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
计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信宜市人大常委
会关于批准市 2021 年财政决算的决议
（草案）》和《信宜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
准市新增债券资金用途调整的决议
（草案）》。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信宜市全域创
省级卫生镇，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水平的
工作情况报告。

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经表决，决
定任命张学亮为信宜市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局长；决定免去黄琳的信宜市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职务；免去张庆
祥的信宜市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信宜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十一次会议

■通讯员 杨国鼎 林小琦

本报讯 近 日 ，茂 名 市 政 协 医 卫 视
察 团到信宜市视察创建省级卫生镇工
作情况。

视察团一行先后到平塘镇、池洞镇，实
地察看了墟街镇容镇貌、街道道路升级改
造、道路黑底化、雨污分流、墟街环境卫生
整治、“十乱”现象综合整治以及河道、健

康步道、农贸市场、公厕升级改造等情况，
并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对镇区范围扩容提
质项目建设情况介绍，询问了当前创建省
级卫生镇的开展情况以及创建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

座谈会上，视察团听取了信宜市创建
省级卫生镇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对该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

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部署要求给予充分
肯定，并要求该市要坚持不懈做好长效工
作，把工作做深做实，防止问题反弹；要
查摆分析存在问题，交流分享先进经验，
树立优秀榜样；要抓好重点场所、部位，
对照省级卫生镇创建标准，做好组织实
施；要统筹协调各项工作，把创建工作与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人居环境整治等战
略紧密结合起来，融入全市发展大局，把

握标准内涵，落实任务分解，用新思路、
新举措开展信宜市创建省级卫生镇工作
新局面。

信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茂杰，
信宜市委常委、副市长樊勇强，信宜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池洞镇党
委书记凌胜，信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
长张靖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视察
活动。

茂名市政协医卫视察团到信宜视察创建省级卫生镇工作时要求

用新思路新举措开创工作新局面

■通讯员 温程鸿 黄瑜

本报讯 9 月 21 日，随着国庆节临近，
信宜市区道路、街道陆陆续续挂起了一面
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营造出浓浓的国庆节
喜庆氛围。

当天上午，阳光明媚。在信宜市区的
迎宾大道，笔者看到中间隔离带绿叶婆娑，
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掩映其中，显得格
外靓丽。

随后，笔者在站前大道、育才路等道路
看到，这些道路也挂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国庆氛围渐浓。过往的市民都会眼前一
亮、心里一暖，深切感受到令人欢欣鼓舞的
国庆节快到了！

在育才南路公路边，笔者看到工人们
正在忙碌着悬挂国旗，他们拿起国旗，爬
上梯子，一丝不苟把国旗安装在灯柱上。

一会儿，一排国旗就展现在过往人眼前，
成为喜迎国庆节的美丽风景。笔者从信
宜市路灯所了解到，目前全市部分主要道
路和大街小巷都挂上了红旗，将在接下来
几天完成市区悬挂国旗工作，为国庆节增
添姿彩。

信宜市区：国旗飘扬迎国庆

■通讯员 胡银菊

本报讯 日前，由省林业局林场种苗处
处长谭成略带队的专家考核组到信宜市林
科所国家马尾松良种基地，开展“国家重点
林木良种基地年度考核及林木良种培育补
助‘双监控’工作”，并对良种基地创新化管
理及信宜市林科所国家马尾松良种基地搬

迁重建工作进行了现场指导。
省林业局考核组专家一行 5 人与信宜

市委常委周志文及信宜市林业局、林科所
负责同志等一起，实地考察了信宜市林科
所佑英苗圃场、种子园等，随后在林科所会
议室开展基地年度考核及“双监控”工作。
会上，信宜市对良种基地年度考核及林木
良种培育补助“双监控”工作进行汇报，考

核组对照考核指标进行评分。
省林业局考核组对信宜市林科所的工

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并就下一步
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要推动基地管
理现代化，建立科学严谨的管理制度；二是
加快树种结构调整，适应城市和社会的发
展；三是继续加强与科研支撑单位的合作；
四是在基地搬迁重建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苗

木搬迁、种质资源的收集等工作。谭成略
指出，信宜市国家马尾松良种基地作为一
个国家级基地，要特别注重研究成果及品
牌建设，不断探索林业科研及林业产业发
展新路子。省林业局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
信宜市林科所的工作，希望信宜市林科所
继续保持优良传统，将林科所这块金字招
牌擦得更亮！

省林业局考核组到信宜指导工作

不断探索林业科研及林业产业发展新路子

■通讯员 温程鸿 谢亮

本报讯 为营造宣传氛围，提升质量水
平，促进质量强市建设，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日前，信宜市市场监管
局在该市江东湾商场举行2022年信宜市全
国“质量月”暨“放心消费创建”诚信主题教
育现场宣传咨询活动。

今年 9 月是第 45 个全国“质量月”，活
动的主题是“推动质量变革创新，促进质量

强国建设”。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
询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向
广大市民解读“质量”与“诚信”的含义，宣
传普及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认可、诚信经营
等知识，提醒消费者关注产品的质量安全，
提升权益保护意识。

同时，引导企业诚信经营，文明经商，
牢固树立“重质量，讲信誉”的经营理念，推
进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提高企业质量诚信
水平，形成以质量为本、以诚实守信为核心

的企业文化，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的根本
利益。

活动举行了放心消费示范广场揭牌仪
式、放心消费承诺牌匾授予仪式，江东湾广
场成为信宜市第一家放心消费承诺示范购
物广场，同时向 3 个企业代表授予“放心消
费承诺”牌匾。

通过打造消费购物示范广场和企业参
加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形成企业守法、行业
自律、消费舒心的放心消费环境，并且不断

向周边街区扩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自2020年开展放心消费创
建工作以来，信宜市范围共有 1294 家企业
参加放心消费承诺单位、84 家线下无理由
退货承诺店。

信宜市市场监管局领导表示，将以“质
量月”为契机，全面营造“质量共治”氛围，
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质量”活动，努力营
造人人关心质量、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参与
质量的良好氛围，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信宜开展全国“质量月”暨“放心消费创建”现场宣传咨询活动

提升权益保护意识 促进质量强市建设

■文/图 通讯员 王庆珍 黄国通

本报讯 近日，148名身穿戎装的信宜
好男儿，带着家乡亲人的嘱托和期盼，奔
赴军营向祖国报到。

新兵欢送仪式在信宜市人武部举
行。148 名入伍的新兵身穿迷彩服，胸佩
大红花，肩披“光荣入伍”鲜红绶带，整装
列队踏上保家卫国新征程。

信宜市委常委、市人武部部长孙召
军，信宜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赖劲，信
宜市人武部政委庄毅出席欢送仪式，勉励
他们牢记使命，到部队后严格要求自己，
积极主动接受系统的军政学习和训练，尽
快把自己锻炼成为新时代合格军人，保家
卫国。

报效祖国当兵去，青春铸就新长城。
据了解，今年信宜市秋季总共有1866名青
年报名当兵，其中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
841 名，经征兵体检和政治考核，有 353 名
双合格青年，通过“阳光征兵”审批定兵现
场会，最终确定 148 名青年入伍，其中 108
名为大学生（含66名大学毕业生）。

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入伍新兵将
按照科学制定的出发时间分批次出发。
当天上午，列队整齐的新兵，带着家乡亲
人的嘱托和期盼，目光坚定、步履铿锵地
迈向军营，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服役。

信宜148名新兵身着戎装踏上军旅征程

■通讯员 王庆珍 黄国通

本报讯 进入秋季，信宜大地陆续传来
丰收的喜讯，笔者从东镇街道驻镇帮镇扶
村工作队了解到，工作队引导群众试种的
百亩香薯也将收成。

9 月 21 日，笔者在北逻社区番薯种植
基地看到，30 多亩利用撂荒旱地新种下
来 10 多天的番薯，已长出 30 公分左右的
藤苗。

而在农户散种的番薯地，藤苗已长

得绿油油的一片，抽样检测不少番薯个
头饱满。

而笔者来到礼垌村，已有农户开始挖
掘番薯。村民黎武说，开挖的这些番薯是
早造种的番薯，可以挖了。

采挖现场，一个个体态饱满、颜色鲜艳
的香薯藏在松软的砂土中，犹如一条条红
色的鲤鱼，十分喜人。

在该村香薯种植试验基地则是另外的
一番忙碌景象，种植户们正在进行着除草、
松土，以及施草木灰肥料等作业。该基地

种下的 50 亩香薯生长已近两个月，藤苗已
有一米多长，长势十分旺盛。

东镇街道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
陈智表示，选择种植香薯，主要是市场风
险低、易种植，并且经过专业人士检测东
镇街道的北逻和礼垌两个地方的土壤、肥
力都比较符合种植香薯，所以每隔两个月
分期分批进行试种 100 多亩，检验一年四
季是否适合种植。

目前种植的第一批香薯已经出产，比
较优质，在网上试销后立即被订购一空并

且有了不少预订单。接下来，会加派农技
人员到现场指导，确保种植出优质优良的
香薯，打响香薯的农品牌。

据了解，东镇街道工作队经过前期
摸底，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选取了品
质优良的香薯，分期分批在北逻、礼垌进
行试种，以“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为
当地群众提供劳动岗位，并以规模化、标
准化推动香薯科学种植 100 多亩。目前
首批出产的香薯，产量在 1700 至 2500 公
斤每亩。

东镇街道：百亩试种香薯丰收在望

■通讯员 温程鸿 谢亮

本报讯 9 月 19 日上午，信宜市区
红旗东路建设工程拆迁工作正式开始，
需拆迁楼房28幢，又一条贯通新旧城区
的大道指日可待……

拆迁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挖掘
机正在对一幢两层楼房进行拆除，洒水
车紧密配合，对施工现场进行喷淋，有
效抑制扬尘产生。

笔者现场了解到，市民对项目建设
十分支持，认为红旗东路的建设，将对
路网结构的完善、拉动大木垌片区经济
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能有效
缓解城区交通压力、改善交通拥堵状
况，大家都充满了期待。

据了解，红旗东路建设工程要拆除
的房屋共 28幢，涉及 33户群众。此前，
相关职能部门已做了大量拆迁的前期
工作，为推进项目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旗东路建设工程项目位于玉都
新区，西起于竹园路，沿线依次与大坡
西路、大坡东路等道路相交，终点为育
才路，全长 1.003公里。按照计划，该项
目将在年内完成，目前已经完成了总工
程量的30.5%。

红旗东路建设工程
拆迁工作有序推进

■通讯员 黎楚雯

本报讯 9月20日，信宜市无偿献血
委员会办公室、茂名市中心血站在朱砂
镇政府门前开展献血活动，朱砂镇、村
和机关单位干部以及村民群众积极响
应，踊跃报名参加。

活动现场，在血站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献血人员有序地填表、体检、验血
等，然后逐一登上献血车上进行献血。
医务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工作人
员及时在志愿者献血后送上牛奶、面包
等营养品。

在献血车里，气氛轻松欢畅，他们
中既有已献血多次而从容坦然的“老
人”，也有第一次经历献血紧张又兴奋
的“新人”，但共同的爱心使大家脸上折
射出同样的光荣和自豪。

“爱心在涌动，无偿献热血。”鲜红
的血液沿着针头，缓缓流入血袋，爱心
在传递着。活动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
大家纷纷表示，无偿献血是一种爱心奉
献，也是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能尽自
己的微薄之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此次活动，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性，营
造了“无偿献血，传递爱心”的良好社
会氛围。

朱砂镇

干群积极参与
无偿献血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