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洪亮是北海市消防救援支队海
城区大队海上消防救援站装备技师，被
授予三级消防长消防救援衔。2000年
12月，黎洪亮加入广西消防救援队伍，
从此开启了他的消防救援事业。在这
个岗位上，黎洪亮19年如一日驻守在
北海外沙岛上，无怨无悔，把消防救援
队伍当做自己的“家”，为维护北海百年
老街、外沙内港和附近海域消防安全奉
献汗水和力量，受到了所在单位各级领
导和渔港群众的肯定，被全市消防救援
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赞誉为北部湾畔
的消防“老船长”。

黎洪亮所在的海上消防救援站是
目前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唯一一个列装
海上消防艇的海上消防救援站，成立于
1999年6月，专门应对北海外沙内港的
消防安全及应急处置。入队第二年开
始，黎洪亮就因各方面表现优异被消防
站选中开始接触消防艇各项操作以及
维护消防艇。从绑缆绳、洗甲板开始学
起，黎洪亮一步一步地成长为消防艇的

掌舵人，并与他的亲密老友——“桂北
消01号”消防艇一同见证了北海外沙
岛日新月异的“人气兴旺”，也共同经历
了惊险繁重的应急灾情。2019年4月
26日，他搭档了“新伙伴”——全新的

“桂北消02号”消防船，重点担负起北
海外沙内港及周边海域各类船舶火灾
扑救、对岸供水、水上搜救等任务，消防
救援队伍灭火救援再添利器，实现了消
防安全保卫力量从陆域到海域的全面
覆盖。

在19年的“船长”生涯中，黎洪亮
整理出3万多字维修消防艇的心得，每
年为支队节约维修和保养费 10 余万
元，至今已巡航超1000次，航行里程达
3万多海里，安全“零事故”的记录每一
天都在刷新，历经渔船火灾等海上灭火
救援事故150余次，挽回财产损失8000
余万元，连续多年协助完成南海伏季休
渔期消防安保任务，并实现了2019年
外沙内港“零火灾”。

在渔港里，黎洪亮致力于为群众解

难题、办实事，每到重要节点、重点时
段，他都主动增加巡航频次，积极开展
消防宣传，每周驾驶消防船巡航北海外
沙内港及附近海域，重点监控渔港内近
千艘渔船，定期巡查锚地外废旧船只的
防火安全状况。在每次开展渔港渔船
检查中，黎洪亮坚持深入码头，力争走
访每一条渔船，对船上的渔民进行用
火、用电等安全指导，也时常为地角女
民兵连培训消防常识和基础技能，有力
提升了辖区群众和渔港渔民的消防安
全意识。由于黎洪亮的出色表现，辖区
居民都亲切地称他为“消防老班长”，这
是老百姓对他多年来无私奉献坚守渔
港的认可和尊敬。

虽然事业上交出了满意答卷，但面
对家庭，黎洪亮总有说不出的愧疚。
19年消防生涯，黎洪亮没有在春节时
回过老家一次，也没有在家吃过一顿年
夜饭。虽然现已在北海安家，妻子也在
市区工作，但他在家的时间还是很少。
因为在消防救援站，只有黎洪亮一个人

会驾驶消防船，为保证随时出动，他大
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消防救援站备勤。
欣慰的是，家人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和
理解。多年来，黎洪亮一家人相扶相伴、
和睦共进，团结邻里、乐于助人，是有口
皆碑的“模范家庭”。2019年，黎洪亮家
庭被北海市妇联评为“最美家庭”。

参加消防工作以来，黎洪亮在有效
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获誉无数。先后
荣获个人三等功1次，获评应急管理部消
防救援局“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并多次
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北海
市消防救援支队表彰奖励。2019年，他
荣登2019年度11月“中国好人榜”，被应
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评为“全国改革转
制教育整训先进个人”。2020年，黎洪亮
被授予“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

北部湾畔的消防“老船长”
——记自治区先进工作者黎洪亮

本报记者 廖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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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好班子，换出好风气，展现新作为，推动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 廖思宇）1月12日，
我市正式启动2021年首场“小桔灯”公
益行助学活动，走进6个贫困村对8名贫
困学子进行帮扶慰问，关心关注贫困学
子成长成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小桔灯”公益活动始于
2009年，最早是金地集团华南区域公司
员工自发组织的爱心义工公益活动。
如今，“小桔灯”已经演变成一个全国性
的慈善公益助学品牌，足迹遍布全国各
地。2020 年，是“小桔灯”公益活动
11周年，“小桔灯”公益活动被首次引进
我市，对我市贫困中小学生进行1对1帮
扶助学，直至这些贫困学子高中毕业。

经过2020年的前期调研，最终确定了我
市6个贫困村的8名贫困学子作为该项
活动的帮扶助学对象。

在首场活动中，市图书馆工作人员、
青年志愿者、金地集团的企业员工分为
6个小组，以助学慰问团的形式，分别前
往石湾镇大浪村、白沙镇虎塘村、西场镇
老温村、曲樟乡樟木村、平阳镇东星村及
高德街道赤西村，将助学金、图书等送到
贫困学子手上。期间，助学慰问团还与
受助的贫困学子座谈，了解其生活及学
习情况，引导贫困学子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让孩子读
书，把他培养成才。”在石湾镇大浪村，
贫困学生小邓的父亲表示，“小桔灯”
公益行助学活动让我们看到了孩子读
书的希望，企业的大力援助减轻了家
庭的负担。

我市启动我市启动20212021年首场年首场““小桔灯小桔灯””公益行助学活动公益行助学活动

11对对11帮扶帮扶88名贫困学子名贫困学子

本报讯（记者 王海珍 通讯员 谢
东晓）1月9日，市委政法委机关党员干部
利用双休日时间，下沉网格兼任网格员，开
展化解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活动。

海城区驿马街道怡海新村社区是市
委政法委共建社区，该社区共设14个网
格，涉及38个居民小区14500多人。当
天，市委政法委机关30多名党员干部分
为12个组走访社区，掌握网格基本信息，
上门收集群众“三事”诉求，认真排查公共
安全风险隐患，并向居民推广“微连心”小
程序和综治诉求平台，协助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党员干部共走访小区物业管理人
员25人，住户、商家及社会组织50余户，
联系普通居民及特殊人群73人次，推广

“微连心”小程序及综治诉求服务平台用
户数量超过80人次；共排查出安全隐患、

环境乱点19处，矛盾纠纷4起，收集认领
群众“三事”“微心愿”5个，相关事项已
通过综治信息平台转至有关部门处理。

据了解，市委政法委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依托社区“大党委”共建，推动机关
党员干部下沉网格兼任网格员化解群众

“三事”，扎实开展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
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围绕社会
治理重点任务和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要
求，市委政法委结合“珠城互联共建”“双报
到”等活动，每月集中一周时间组织党员干
部到共建社区开展访“三事”暨网格化服
务管理主题周活动，党员干部下沉到每一
个网格，逛线下“解忧超市”，推广“微连
心”小程序和综治诉求平台。党员干部再
通过“微连心”小程序认领群众“微心愿”，
利用业余时间帮助解决群众“三事”。

党员“化身”网格员 认领群众“微心愿”

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向贫困学子介绍赠送的图书内容。 廖思宇 摄

本报讯 1月 8日，市行政审批局
组织北海工业园区等6个园区70多名
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对第一批下放园区
的审批服务事项进行了业务讲解，邀请
自治区专家演示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
平台事项管理系统、受理审批系统操作
要点，并进行现场答疑。

2020年11月，市政府印发《北海市
第一批市级审批服务事项权限下放产
业园区实施方案》，第一批下放各产业
园区的审批服务事项共8项，其中行政
许可事项6项，公共服务事项1项，其他
行政权力事项1项，下放方式包括直接
完全下放、直接部分下放两种。事项下

放后，各产业园区与相关职能部门积极
对接，完善机制，配备人员，落实场地与
设备等。此次培训打通了第一批下放
事项落地实施“最后一公里”，推进事项
依托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实现网
上办理，切实方便企业办事。

园区经济是北海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近年来，我市相关职能部门结合
各产业园区实际情况，已将内资项目备
案（含相关事项的变更）、外资项目核准
和公司设立批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评估等事项下放到各园区，扎实推进

“园区事、园区办”。
（赵均荣）

我市开展下放园区审批事项培训

扎实推进“园区事 园区办”

17家市本级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
完成改革，16所新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增核编制控制数711名，开通“绿色通
道”为219名机关事业单位引进人才、
292名教育系统引进人才、83名卫健系
统引进人才等办理入编手续……去年以
来，我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瘦身”与“健身”
相结合，持续深化民生领域、群众需求等
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机构编
制工作服务保障作用，不断推动北海高
质量发展。

聚焦改革，实现编制资源高效利
用。2020年是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收
官之年，我市市本级生产经营类事业单
位改革任务为17家。通过采取转企、撤
销、整合等方式，我市于2020年8月31

日全部完成改革任务，共撤销事业单位
16家，回收事业编制236名。这些盘活
的编制资源将聚焦在人民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和揪心事上，用在服务教育、
卫生等民生保障关键环节上，充分保障
好改革发展和改善民生所需，真正实现
编制资源高效利用。

聚焦民生，服务发展体现新作为。
通过预核编制方式，为新扩建的16所中
小学（幼儿园）增核编制控制数711名，
使我市广大学生享受到选择性更多、质
量更高的基础教育。为解决基层管理体
制不适应、人员力量不充足、服务群众不
到位等问题，我市成立辖区疾控机构，提
升重大疾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体系与队伍建设能力，健全疾病预防
控制三级网络。同时，成立辖区医保服

务机构和营商环境服务机构，推动建立
完善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医疗
保障服务体系以及提高县区优化营商环
境服务工作能力。

聚焦人才，提升服务展现新气象。
我市完善编制“周转池”制度，在市机构
编制信息中心加挂“北海市引进人才服
务中心”牌子，增加人才服务职能，增核
人才专项编制到420名，为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引进人才编制需要提供有力保
障；调整763名编制控制数，用于市直各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各类人才，同意市人
民医院等6家公立医院使用1408名聘
用人员控制数聘用专业技术人员；为各
类人才开通入编“绿色通道”，2020年累
计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引进人才219
人、教育系统引进人才292人、卫健系统

引进人才83人以及市直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的150人办理入编和聘用手续。

聚焦管理，规范机构编制设置激发
新动能。2020年，我市撤并职能萎缩
弱化的事业单位，对职能相同相近的事
业单位进行整体重塑和功能再造，规范
机构名称，比如，为进一步完善园林管
理体系，解决城市公园绿化事业单位分
散管理问题，按照“管养分离”改革方
式，将园林系统8家事业单位整合设置
为3家。据统计，2020年我市累计调整
市直事业单位78家。其中，规范机构
名称12家，调整机构编制事项35家，
撤销事业单位31家。通过科学设置机
构、合理配置职能、统筹使用编制、完善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事业单位职能体
系，推进北海高质量发展。

我市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体制机制改革——

盘活用好编制资源 激发北海发展动能
本报通讯员 郑远青

疫情个人防护“十严格”
一、严格科学佩戴口罩。购买和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口罩。外出时务必

随身携带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在乘坐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等交
通工具或在超市、商场、农贸市场、年货市场、医院、机场、车站、电梯间、车厢内以
及各类会议场所等密闭环境和人员聚集场所，严格按要求正确佩戴口罩。

二、严格培养良好餐饮习惯。提倡就餐时使用公勺、公筷，不购买和食用
野生动物，吃水果要洗干净、去皮，避免直接接触生食或半生食冷链食品，处理
生食和熟食的菜板和刀具要分开。

三、严格做好家庭清洁卫生。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留卫生死角，保
持环境和家庭清洁卫生，经常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四、严格培养良好卫生习惯。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勤洗手，打喷嚏和
咳嗽要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和卫生礼仪。

五、严格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工作和生活中注意保持1米及以上社交距
离。倡导节庆文明新风，严禁大办婚丧嫁娶，少摆席、少参加宴会、控制家庭聚
会，不扎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聚集。

六、严格保持与动物安全距离。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做到不捕捉、不买卖、
不驯养、不伤害、不食用，豢养宠物人员及养殖业行业人员在接触动物时应注
意做好个人防护。

七、严格减少个人出行。鼓励在当地过节、区内旅游，减少旅途感染风险；
尽量减少个人出行，多居家休息、学习，少串门、减少走亲访友，提倡网络拜年。

八、严格做好个人健康监测。适度运动，强身健体，合理膳食，保证营养和
休息。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到正规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并全程佩戴
口罩，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诊。

九、严格遵守社区网格化管理。从境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返回经14天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满进入社区的人员，及确诊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人员
等，要严格按照防控要求进行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未经允许不得私自出门。

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强化疫情个人防控主体责任，主动配合各类
场所测量体温、登记信息、佩戴口罩等防控要求，配合问询，如实告知个人行踪
和健康状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2021年1月9日

本报讯 近日，市第二人民医院成
功完成北海市首例腹腔镜下胰尾+脾
脏切除术。胰腺手术是普外科高难度
的手术，手术的成功完成，标志着市第
二人民医院在腹腔镜技术方面取得了
新的进展、新的突破。

据介绍，近日，48岁的卢先生因感
到身体不适到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经
过细致检查，被诊断为胰尾肿瘤，急需
行腹腔镜下胰尾肿瘤切除术切除病
灶。该院外科主任廖伟敏立刻组织外
科团队，针对卢先生的病情制定了完善
的治疗方案。做好周全的术前准备后，
廖伟敏主任带领外科手术团队为卢先
生行气管插管全麻+硬膜外麻醉下行

腹腔镜下胰尾切除术+脾脏切除术。
术中腹腔镜探查发现，卢先生的胰尾肿
瘤已严重侵犯脾门血管，需一并切除脾
脏。手术历时5小时，过程顺利，术中
出血约100ml，出血量较少，患者术后
恢复情况良好。

廖伟敏主任表示，因胰腺手术属于
普外科高难度的手术，胰腺血运丰富，
极易出血，而且胰尾毗邻脾脏，如损伤
脾门可引起灾难性的大出血。本次成
功开展北海首例腹腔镜下胰尾+脾脏
切除术，标志着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诊
疗水平登上新台阶，今后将为更多北海
地区的患者带来健康福音。

（陆盈尹）

北海成功完成首例
腹腔镜下胰尾脾脏切除术

党员干部向居民推广党员干部向居民推广““微连心微连心””小程序小程序。。（（市委政法委供图市委政法委供图））

（上接第一版）近年来，像陈万钦一
样享受到危房改造政策的村民还有很
多。如合浦县白沙镇文明村是“十三五”
建档立卡贫困村，全村1106户都有安全
住房保障。贫困户205户，其中经过危房
改造的就有137户，2020年参加危房改
造的有19户，已全部完成并入住。

这些，都只是我市脱贫攻坚住房安
全保障工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市把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相结合，在危房鉴定、
审批等环节上做到了严格把关，严格审批
程序。2020年以来，我市通过进一步建立
健全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精准问题导
向、强化业务培训、深入开展督促指导等
强有力的措施，把脱贫攻坚住房安全保
障这项老百姓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惠
民工程做好、做实，实现了全市13095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有保障。

记者手记：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
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
直接关系攻坚战质量。危房改造是解
决贫困户住房安全的民生项目，是党
中央确定的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
的重点任务之一。

近年来，我市把农村危房改造这
一民心工程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着力
点，大力推进和实施危房改造，改善贫
困户住房条件，确保贫困户住房安全
得到保障。

如今，陈万钦不仅住上了新房子，日
子也越过越好，真正过上了“住有所居、
居有所乐”的新生活，记者打心底里替他
高兴。在采访中，陈万钦一直是笑呵呵
的。这发自内心的笑声，表达了他对我
市脱贫攻坚住房安全有保障工作的认
可，流露出他对当前幸福生活的满足和
对美好未来的期待。

“住上新房，这个冬天不怕寒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