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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7日，党建引领·

幸福罗村——2020年罗湖

社区“点亮少年梦”夏令营

在狮山镇罗湖社区幸福院

开营，通过革命故事课堂、

爱国教育宣传、团队建设等

多元体验，提升孩子自身质

素，并让他们度过一个有趣

的暑假。

夏令营由狮山镇工青

妇罗村工作办公室、罗湖社

区党委主办，罗湖社区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罗村退

伍军人成长促进会、罗湖社

区团支部、罗湖社区幸福院

承办。当天，第一期一班的

20名孩子首先开班。

开班后第一个课程为团

队破冰活动。“请大家拿到A4

纸后，戴上眼罩，将纸张对折、

再对折，然后撕掉右上角，向

左转90度，再撕下左下角。”

课上，孩子们首先进行的是

“蒙眼折纸”游戏，大家需要在

蒙住眼睛的前提下，按照老师

的要求进行操作，随后互相展

示自己的作品。

摘下眼罩后，孩子们惊

奇地发现，在相同的指令下，

A4纸呈现出不同的图案，引

发孩子们的互相讨论。当

天，孩子们还进行了垃圾分

类知识分享、书法学习和快

板训练。

据介绍，夏令营分3期

进行，每期持续一周时间，第

一期为 6至 8岁的孩子参

加，第二期为9至10岁的孩

子参加，第三期为11至12

岁的孩子参加，将持续至8

月15日。课程内容涵盖书

法教学、快板训练、围棋教

学、消防安全实操演示、“小

军人”基地拓展、青少年安全

教育等，让社区的小朋友能

一起学技能，享快乐。

““家门口家门口””开开 好玩涨知识好玩涨知识

罗村多个夏令营开营，设漫画、书法、篮球等兴趣班

嗨，罗村公信

罗村公信官方微信

本周重点资讯：年底餐饮业禁用

一次性塑料吸管、自拍可办驾证、夏

日一起来游泳吧！

关注本期“嗨，罗村公信”，了解

网友看法。

网 友 声 音

今年 1月，国家发改

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

治理的意见》，规定到

2020年底，全国范围餐饮

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的一次性塑料吸管。

近日，国家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工信部等九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

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的通知》(简称《通知》)，

对进一步做好塑料污染

治理工作，特别是完成

2020年底阶段性目标任

务作出再动员、再部署。

一次性塑料棉签、发泡塑

料餐具等将全国禁止生

产销售。

此次发布的《通知》将

禁限塑的标准进一步细

化，提出塑料污染治理工

作目标为2020年底。

■全国禁止生产销

售：

1、厚度小于0.025毫

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不

包含连卷袋、保鲜袋、垃圾

袋等）

2、厚度小于0.01毫米

的聚乙烯农用地膜

3、一次性塑料棉签

4、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5、有意添加塑料微

珠的淋洗类化妆品和牙

膏牙粉

■部分地区、场所禁

止使用：

1、2021 年 1 月 1 日

起，在直辖市、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

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

等场所，餐饮打包外卖服

务，各类展会活动中禁止

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购物

袋。暂不禁止连卷袋、保

鲜袋和垃圾袋。

2、2021 年 1 月 1 日

起，在地级以上城市建成

区、景区景点的餐饮堂食

服务中，禁止使用不可降

解一次性塑料刀、叉、勺。

3、2021 年 1 月 1 日

起，在全国餐饮行业中禁

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

料吸管。暂不禁止牛奶、

饮料等食品外包装自带的

吸管。

餐饮业禁用塑料吸管
发泡塑料餐具禁售

日前，佛山车管再推便民新举措

——驾照换证、遗失补领、损毁换领等

业务所需的驾驶证照片以后可用手机

自拍照了。各位市民再也不用先去照

相馆拍照、拿照片，然后去服务窗口排

队办业务。

驾驶证自助照服务是佛山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联合佛山邮政推出的一款

移动端自助拍照产品，一键拍摄驾驶证

证件照，通过后台检测照片自动上传至

全国系统，用户在照片上传至系统后，

下载登陆“交管12123”APP实名注册

即可办理期满换领驾驶证、遗失补领驾

驶证、损毁换领驾驶证的车管业务（其

中期满换证还需要进行体检）。

■办理流程：

大家可通过微信搜索“佛山警邮合作

服务号”关注办理驾驶证自助拍照业务。

1、进入公众号后，点击底部菜单栏

【业务自助】，选择【驾驶证自助照】业务

入口；

2、输入手机号码，获取验证码，查看

勾选《用户须知》，然后点击“下一步”。

3、进入登记个人信息页面，用户可

以选择上传“身份证人像面”，从而识别

出用户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4、查看拍照片的操作指南，然后点

击“开始拍摄”。

5、拍摄后，系统会检测照片是否及

格，如果检测及格，则显示驾驶证件照

的拍照结果，市民可以查看预览大图和

预览排版图。如果检测不合格，会显示

原因，让市民重新拍摄。

6、选择购买的服务后，进入确认订

单页。完成支付后，会进入订单列表

页，并可以扫码查看“交管12123”办理

驾驶证业务的提示信息。此时，需要等

待后台工作人员进行人工审核，审核结

果会通过公众号发送模板消息通知。

如果审核通过，用户可以查看自己

的电子照片和电子回执，如果选择了寄

递服务，则需要等待后台工作人员打印

纸质版照片和回执。

A

南海车主驾照换证 手机自拍可办B

狮山罗村4家正规游泳场所已开放！约吗？C
“烤箱”模式持续开启，南海已

连续多天挂起高温橙色预警。炎炎

夏日，游泳消暑是不少街坊朋友的

日常喜好，狮山罗村多家正规游泳

池开放啦！

5月22日起，南海区各正规游泳场

所逐步恢复开放。目前，南海区已有100

多间持证游泳场所开放，其中狮山罗村

有4家。

网 友 声 音

@韦业龙：妈妈再也不担心我

的驾驶证给别人看了！

@老陈：什么时候把驾驶证也

变成电子版就最好了。

@伟：已经在线办理了，非常方

便，希望类似的便民业务越来越多。

网 友 声 音
@奋斗吧、吉哥哥：小区里的游泳池

不是业主可以进去游吗？

@LAIBA：感觉开放得有点少，而且

都是在小区里面。

整理/公信君珠江时报记者杨世聪

游泳场地址

狮山镇罗村贵隆路1号翠湖绿洲花园会所

狮山镇罗村大道南12号龙光君悦龙庭内

狮山镇罗村大道中2号长信银湾A区游泳池

狮山镇罗村罗湖一路尚观御园

南海区文广旅体局文体市场管

理股负责人介绍，游泳属于危险性体

育项目，游泳场馆按规定有最高人数

的限制，标准是泳池水面面积每2.5

平方米1个人，现在仍处于疫情期间，

需要按这个核定标准的50%来控制。

同时，各游泳经营场所按照相关

部门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根据南

海区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

要求，必须按“提前预约、人流控制、部

分开放、身份审核”原则分区分批有限

开放，做好“进门三件事”——测温扫

码、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合适的社交距

离。

企业名称

佛山市嘉懿体育有限公司

佛山市关键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君悦龙庭泳池）

广州景尊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南海里水分公司

佛山市康顺达体育场所管理有限公司狮山罗村分公司

@松：塑料污染真的太严重了，是得整改。

@黄玲芝：我期待已久的一次性用品终于能得到

控制了，想想都觉得开心，毕竟不能为了一时的方便，

破坏我们的生活环境。支持环保，从身边小事做起。

@Claire君：这还是要强制性执行。多一分无私，

少一分放纵。

随着暑期来临，小朋

友的假期生活怎么安排是

家长们关注的问题。对于

家长而言，参与“家门口”

开展的夏令营，不仅解决

了孩子暑假去哪儿的难

题，让孩子从中得到学习

和锻炼，加上距离近，家长

还能更加放心，所以成为

很多家长的首选。

一般夏令营都会设

置多样课程，以体验式学

习的形式，培养小朋友坚

强、独立自主的品质和良

好的团队合作意识等，提

升自身质素。目前，罗村

多个“家门口”的夏令营

已开营，下面就来看看都

有哪些吧！

7月27日，狮山镇状元

社区第二届夏令营活动第

一期启动，19名小朋友在开

营第一天学爱国知识，画红

色主题图画，厚植爱国情怀。

简单的开营仪式过后，

夏令营老师首先每个孩子

发放了一面小红旗和五星

红旗贴纸，孩子们不约而同

将贴纸贴在脸上。随后，老

师通过PPT展示图片，向孩

子们讲解革命人物故事等

爱国内容，增强孩子爱国情

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

夏令营还设有“党在我

心中主题绘画”课程。老师

用PPT展示一张红色主题

漫画，孩子们对照漫画，在老

师的指导下，将图案描绘在

卡纸上，然后为其上色。罗

村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黄

峻表示，他很喜欢第一天的

学习内容，有趣又能学到爱

国知识。

“夏令营的第一课以爱

国为主题，就是希望可以推

动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孩子

的素质教育及民族自豪感，

激发孩子的爱国热情和学

习动力。”夏令营相关负责人

表示。

状元社区第二届夏令

营活动由狮山镇工青妇罗

村工作办、狮山镇罗村社会

管理处关心下一代委员会、

状元社区党委、状元社区关

心下一代委员会等主办。

据悉，夏令营活动一共分为

两期，第一期活动持续至7

月31日，为期5天，主要招

收三至六年级的孩子。第

二期将于第一期结束后开

始招生，主要招收一至二年

级学生。

厚植情怀 扣好第一粒扣子

育
品
质

7月25日下午，新光源职工

子女暑期篮球班夏令营首次开

班。本次夏令营共吸引了21名

职工子女报名参加，旨在培育职

工子女积极向上、正面勇敢的坚

强品质，在提高篮球技能的同时，

学习到团结合作的方式。

第一课是篮球基本功的训

练。由于报名参加的职工子女年

龄层差距比较大，篮球教练将现

场的职工子女按照年龄段划分三

组，然后由三位教练教不同的篮

球基础动作。

基础运球、胸前传球和直线投

篮……不少家长在一旁看得津津

有味，纷纷表示教练们都非常专业。

“女儿每天在家不是看电视

就是玩手机，趁这次机会就让她

锻炼一下。”来自新光源产业基地

的杨女士说。

据悉，本次夏令营由新光源职

工·家服务中心主办，每周六下午15

时开课时开课，，课程将持续到课程将持续到88月月2929日日。。

学
技
能

寓教于乐 趣味游戏促思考 做
运
动

篮球开班
热血挥汗过暑假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彭燕燕

文/珠江时报记者彭燕燕梁凤兴

图/珠江时报记者彭燕燕（署名除外）

通讯员张智王宇陆惠珍刘丽兰

■状元社区孩子们参与“党在我心中主题绘画”。
■罗湖社区夏令营中，孩子们在学快板。

■篮球班夏令营的孩子们准备训练。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