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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当 源 自 责 任 关 注 产 生 力 量

中共茂名市纪委与茂名日报社联合举办的“冼
夫人廉洁精神与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征文评选近
日揭晓。经评审委员会评定，从 210 篇征文来稿中
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作品共50篇。其中《以
冼夫人廉洁精神涵养新时代党风政风》等 5 篇获一
等奖；《以古鉴今：从巾帼英雄冼夫人廉洁精神看新
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等10篇获二等奖；《冼夫人廉洁
精神对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意识的启示》等15篇
获三等奖；《弘扬冼夫人精神 传承廉洁好家风》等20
篇获优秀奖。获奖者由市纪委、茂名日报社颁发获
奖证书。获奖篇目及作者如下：

一等奖（5篇）

1.《以冼夫人廉洁精神涵养新时代党风政风》
作者：梁柱龙
2.《浅论冼夫人廉洁精神与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
作者：蓝植涛
3.《继承和弘扬冼夫人千古家风，做家风建设的

表率》
作者：陈丹琳
4.《大力弘扬冼夫人廉洁精神 营造风清气正良好

政治生态》
作者：余玉明
5.《弘扬冼夫人廉洁精神 打造特色廉洁文化》
作者：莫 绍

二等奖（10篇）

1.《以古鉴今：从巾帼英雄冼夫人廉洁精神看新
时代党风廉政建设》

作者：庞日君
2.《文化润其内 养德固其本》
作者：刘 劲
3.《利用历史智慧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研究》
作者：谭媚媚
4.《论冼夫人廉政为民精神及当代价值》
作者：罗亚女

5.《弘扬冼夫人敢于斗争精神，做好新时代党风
廉政建设》

作者：覃 琪
6.《浅析冼夫人“唯用一好心”精神蕴含的“廉”元

素及当代价值》
作者：余柳娟
7.《冼夫人的忠廉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桑东辉
8.《传承弘扬好心精神 打造茂名廉洁文化》
作者：姜桂义
9.《传承、弘扬冼夫人廉洁精神，奋进新征程》
作者：李爵勋
10.《让冼夫人的廉洁精神成为茂名新时代廉洁

文化建设的一面旗帜》
作者：陈国秀

三等奖（15篇）

1.《冼夫人廉洁精神的当代价值》
作者：叶慧坚
2.《以冼夫人廉洁精神引领干部队伍建设》
作者：张 玲
3.《大力弘扬冼夫人廉洁精神，促进党风廉政

建设》
作者：郑显国
4.《弘扬冼夫人严明家教 培育当代良好家风》
作者：陈雪伟
5.《弘扬冼夫人“唯用一好心”精神 抓好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作者：张 伟
6.《论冼夫人廉洁精神与时代价值》
作者：汤杰华
7.《弘扬冼夫人廉洁精神，打造新时代大思政课》
作者：崔耀奇
8.《也谈冼夫人文化中的廉洁文化价值》
作者：李光龙
9.《冼夫人廉洁精神融入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

现实启示》
作者：林晓芳
10.《冼夫人廉洁精神对培养新时代大学生廉洁

意识的启示》
作者：崔少娟
11.《传颂千年廉洁精神，助推党风政风向善向好》
作者：胡来群
12.《清除心灵杂草，弘扬冼夫人廉洁精神》
作者：吴征远
13.《冼夫人“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廉洁精神

的政治能力体现》
作者：刘 杰
14.《以史为鉴，守正创新——弘扬冼夫人廉洁精

神，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
作者：张小霞
15.《传承冼夫人廉洁精神，为新时代党风廉政建

设注入“廉动力”》
作者：陈建盛

优秀奖（20篇）

1.《廉洁公正关乎生死存亡》
作者：骆广就
2.《论冼夫人廉洁精神对廉洁政治建设重要论述

的意蕴、启示》
作者：戴君捷
3.《弘扬冼夫人廉洁精神，助力新时代党风廉政

建设》
作者：周 平
4.《解读冼夫人廉政密码，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

建设》
作者：郑明珠
5.《年轻干部以冼夫人的“五度”标准，做新时代

党风廉政建设的赶路人》
作者：刘华碧
6.《弘扬冼夫人廉洁精神助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
作者：王晓洁

7.《冼夫人倡廉反腐精神光照千秋》
作者：冯所海
8.《传承冼夫人廉洁精神 打造廉政文化》
作者：陈文燕
9.《弘扬冼夫人廉洁精神，为推动茂名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作者：王 雯
10.《传承冼夫人廉洁精神 努力建设乡村振兴廉

洁文化》
作者：黄梦蝶
11.《弘扬“好心”精神 加强修身立德》
作者：罗本森
12.《党员干部要大力学习弘扬冼夫人的廉洁精神》
作者：贾关青
13.《冼夫人的廉政精神及其体现》
作者：宁其冲
14.《弘扬冼夫人廉洁精神，打造廉洁自律教师队伍》
作者：韦嘉瑜
15.《弘扬冼夫人精神 传承廉洁好家风》
作者：杨碧云
16.《浅谈如何传承冼夫人精神推动教师廉洁从教》
作者：梁振旺
17.《关于冼夫人“廉生威”的启示》
作者：黄楚琪
18.《冼夫人事迹对当代家风建设的启示》
作者：庞海明
19.《弘扬冼夫人廉洁精神，加强新时代廉政建设》
作者：程燕清
20.《以“好心”精神涵养茂名良好政治生态》
作者：颜庆明
获奖证书及奖金近日将由茂名日报社财务室发

放。联系人：陈女士、李女士，联系电话：2963911。
中共茂名市纪委 茂名日报社

2022年9月27日

“冼夫人廉洁精神与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征文评选揭晓

本报讯 9月28日，全省疫情防
控和安全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同时套开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
小组（指挥部）会议、省安全生产委
员会会议和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
小组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
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对国庆假
期的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维护稳
定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推动落实。
省委书记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省

委副书记、省长王伟中主持会议，省
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出
席会议。

李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胸怀

“国之大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全力做好国庆期间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和维护稳定各项工
作，确保全省父老乡亲度过一个平
安祥和欢乐的国庆假期，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一

要全力抓好国庆期间疫情防控工
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反弹的
底线。要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有疫情的市要强化省市一盘棋
统筹，采取果断有力措施迅速扑灭
本土疫情；其他市要坚持每日研
判、每日会商、每日调度，确保一旦
发生疫情，能够果断迅速处置。要
引导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倡导就地
过节，做好个人防护，有效降低疫
情传播风险；要强化疫情应急处

置，提升核酸检测筛查能力，提升
监测预警灵敏度，做好应急处置预
案和物资储备，进一步强化早发
现、快处置；要加强常态化防控，守
好外防输入、区域协同、粤港澳联
防联控“三条防线”，强化重点人
群、重点机构、重点场所防疫管
理。要不断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
准性，防止层层加码、“一刀切”等
现象发生。二要突出重点、抓住关
键，确保国庆期间全省社会大局平

安稳定。强化安全生产和防灾减
灾，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群众出行安全顺畅；突出抓好旅游
安全管理，加强对各类旅游企业、
景区景点、旅游场所设施的安全检
查；突出抓好建筑施工安全，扎实
开展道路桥梁、隧道涵洞等在建工
程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突出抓好消
防安全和森林防火，严防各类火灾
事故发生；突出抓好防汛防台风，
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做好群众避险

和应急救援工作。强化社会面管
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着力维护公共安全。三要强化责
任担当抓落实，把各项措施抓细抓
实抓到位。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
小组（指挥部）办公室、省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省委平安广东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全省
一盘棋指挥调度；各地各部门要迅
速部署、迅速行动，完善工作方案，
细化工作措施，▶下转A2版

全省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李希王伟中孟凡利出席会议

■记者 赵艺 通讯员 茂新 茂府信

本报讯 9 月 28 日上午，全省疫
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
认真贯彻落实省会议精神，对全市
抓好国庆、党的二十大期间疫情防
控和安全稳定工作进行再部署、再
落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庄悦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
书记、市长王雄飞主持会议。

庄悦群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
认识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安全生产
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特殊重要
性，切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把各项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一

要从严从细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巩
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始
终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保持各级
应急指挥体系处于激活状态，紧盯
重点地区、重点场所、特殊场所和
来茂返茂人员、渔民等重点人群，
做细做实疫情防控措施，严密筑牢
外防输入防线，坚决守住不出现疫
情规模性反弹底线。二要全方位
守住安全底线，坚决防范重特大事
故发生。加强问题隐患、制度措施

“两个清单”管理，强化制度执行、
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三个到位”，
压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强化企
业主体责任，全方位构筑起安全生
产防线。紧盯国庆节、重阳节等时
间节点，强化危化品、化工园区、道
路交通、城镇燃气、城乡自建房、水
上交通、工贸、消防、旅游景区、建
筑施工、校车安全、森林防火等重

点领域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整改
工作，加大小化工、城镇燃气、成品
油经营、危化品道路运输等领域违
法行为打击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安全感。三要强化底线思维，切
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始终
抓牢政治安全这个根本，深入排查
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强化重点领域
风险防范，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
大力整治社会突出治安问题，全力
维护良好社会治安环境。

王雄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
安排，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而又
实、紧而又紧地抓好疫情防控、安
全稳定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过一
个安定祥和的假期，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要“防”
字当头抓落实，做到风险防范在

前、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全力守住
疫 情 防 控 和 安 全 稳 定 底 线 。 要

“严”字当头抓落实，织密来茂返茂
人员报备管理、疾控中心推送、大
数据排查“三道防线”，深入排查整
治危化品、道路交通、消防森防等
重点领域潜在风险，坚持“三到位
一处理”抓好社会矛盾纠纷化解。
要“责”字当头抓落实，压紧压实属
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
特别是地方属地责任，主要领导亲
自上手抓，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守土负责。

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罗
晃浩，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土瑞
分别就全市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
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作出安排。

市领导张惠灵、吴卫华、梁浩、
王冠中、高雪山、梁荣杰、周玉东、黄
立红、冯波参加会议。

全市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

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庄悦群出席并讲话 王雄飞主持

■记者 许巨滔 通讯员 茂府信

本报讯 9 月 27 日下午，市长王
雄飞到市财政局调研，走访部分职
能科室，看望一线工作人员，并与局
班子领导、各科室负责人亲切座谈，
听取全市财政工作情况汇报。

座谈会上，王雄飞听取了近年
来市财政局在做大财政收入、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用好地方政府新增
债券、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工
作情况，对全市财政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并对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
作思路提出了具体要求。

王雄飞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
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部门地位
重要、责任重大。全市财政系统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坚持以政领财、以财辅
政，做大做强财政实力，为推动茂名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一要坚持稳字当头，兜牢“三保”
底线。对标对表国家和省的要求，强
化底线思维，全面压实基层“三保”保
障责任，全力抓好保基本民生、保工
资、保运转工作，强化财政运行监测
预警和分析研判，▶下转A2版

王雄飞到市财政局调研

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记者赵艺通讯员茂新茂府信

本报讯 9月28日下午，粤港
澳大湾区优秀企业家考察团一
行来茂考察。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庄悦群，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雄飞与考察团一行座
谈交流，共叙友情，共谋合作，共
商发展。

庄悦群代表市委、市政府对
考察团一行来茂考察表示欢
迎，感谢大湾区企业一直以来
给予茂名的大力支持。他说，
当前，茂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精神，根据省委、省政府
工作部署，抓住用好“双区”和
两个合作区建设重大历史机
遇，锚定“两个海”定位，坚持

“两轴”发展布局，聚力发展“四
大平台”，着力营造亲商、重商、
安商、护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努力打造企业落子布局的优选
地。未来的茂名发展机遇很
多、发展空间广阔。希望双方
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深化共
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成为交
心“好朋友”。通过此次对接，
找到契合点，务实开展合作，促

进共赢发展，打造“湾+带”合作
典范。茂名将倾力支持、精准
服务，当好“企业服务官”，落实
暖心的政策、提供贴心的服务，
大力支持和服务好大湾区企业
在茂发展，让大家放心投资、安
心经营、顺心发展。

王雄飞表示，市政府将延续
历届市委市政府好作风、好气
象，保持亲清政商关系，遵循诚
信合作之道，打造高效办事环
境，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工
作作风，为企业在茂名投资兴业
提供良好服务。

考察团团长陈华伟，副团长
黄文仔、陈华、陈红天等粤港澳
大湾区优秀企业家纷纷表示，茂
名全力营造有事必应、无事不
扰、服务前移、贴心周到的营商
环境，成为了沿海经济带上投资
兴业的“洼地”。茂名是一个让
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发展的好
地方，投资茂名就是投资未来。
必将抢抓茂名发展新机遇，在茂
名加速融湾强带、促进高质量发
展中积极寻求合作契合点，不断
拓展合作领域，努力实现互惠互
利、合作共赢。

市领导朱海龙参加活动。

庄悦群王雄飞与粤港澳大湾区
优秀企业家座谈交流

让企业在茂名放心
投资安心经营顺心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