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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通

讯员/陈颜芳 马水涛 卢秋坚）百

年大计，教育为本。在第36个教

师节来临之际，狮山镇相关部门

和社会各界纷纷举办教师节慰问

活动，为教育工作者送上关怀。

9月7日，狮山镇教育局副局

长、罗村工作办主任彭英杰先后

走访了光明新城小学、罗村小学、

街边小学等狮山罗村多家学校，

察看校园环境，详细了解办学情

况、校园文化建设、教育教学特色

等内容，并与教师们进行交流。

走访中，彭英杰对广大教师

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表

示感谢，同时，充分肯定他们对教

育事业的追求以及所体现出来的

对教育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希

望他们努力践行立德树人的初

心，爱岗敬业、严谨治学、勇于创

新、与时俱进，用爱心、知识和智

慧点亮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学

做人、求真知。

在各校开展的座谈会上，彭

英杰都充分肯定了学校在教学、

德育等各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

他表示，狮山镇教育局将一如既

往地高度重视、全力支持教育事

业发展，不断加大投入，持续强化

保障，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尊师重

教的浓厚氛围，为教师成长、教育

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我们要爱岗、爱学生，以爱

为起点，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彭

英杰对老师们提出殷切希望，希

望老师们坚守岗位，不忘初心，推

动学校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这

次走访慰问带给了教师们许多温

暖和鼓舞。”罗村小学校长谭光祥

表示，该校全体教师将会牢记教

育使命，一如既往地在教育教学

岗位上勤勉工作，共创学校更加

辉煌灿烂的明天。会后，彭英杰

一行为学校班子成员及教师代表

送上慰问品和鲜花，并合影留念。

此外，9月8日上午，佛山市

委、市政府召开庆祝2020年教师

节暨全市教育工作会议，认定一

批全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优秀

班主任、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决

定。其中，狮山罗村10位教师获

得表彰，他们将继续争当人民满

意的教师，为打造岭南教育名镇

奉献智慧和力量。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林少环）近日，广东《少

年讲书人》电视展评活动（第一

季）落下帷幕，狮山镇罗村中心

小学3名学子斩获“金牌讲书

人”的荣誉称号，同时该校也成

为本次活动获奖人数最多的学

校，彰显书香校园特色。

《少年讲书人》电视展评活

动由广东教育学会中小学生阅

读研究专业委员会、广东广播电

视台现代教育频道童年童悦艺

术团发起并主办的一次青少年

盛事，自今年7月1日正式启动，

向全社会6岁~13岁爱好阅读

的讲书者征集“分享阅读某本书

见解”的视频。活动经过报名、

海选、初评、晋级和总评5个阶

段，培养孩子成为终身阅读者，

打造少年读书人。

暑假期间，罗村中心小学

的语文老师与家长悉心引导学

生阅读喜爱的书籍，精心录制

讲书视频。层层筛选后，该校

从62份作品中挑选了7份优秀

作品参加《少年讲书人》。这7

份作品也不负众望，一路过关

斩将，最终该校学生韩嘉鹏、李

晓萌和张峰瑞的3份作品成功

闯入了年度27强，三人也获得

“金牌讲书人”之称。赛事还评

选出7名“年度书香之星”，罗村

中心小学占据一席，这也让该

校成为本次赛事获奖人数最多

的学校。

成绩斐然离不开老师、家长

和学生三方的努力付出，更离不

开罗村中心小学厚实的阅读文

化。一直以来，罗村中心小学重

视培养师生的阅读习惯，每年举

办读书节活动，通过绘本演绎、

朗读经典书籍片段、故事演讲、

课本剧、读书竞赛等丰富的读书

活动，挖掘学生高阶思维，提高

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比赛虽已结束，阅读永不

止步。”罗村中心小学相关负责

人表示，通过本次活动，一批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新时代

少年在罗村中心小学涌现，同时

活动也让学生明白读书不仅能

丰富知识，还能带来快乐。

标准地址、实有人口、实有

房屋、实有单位、实有设施信息

涉及千家万户，采集的数据量

大、项目多，质量要求高，工作

时间跨度长。各区将以社区、

村委会为单位，组织工作人员，

在群众方便时开展上门入户采

集核实相关信息，广大居民应

主动配合。

一是主动提供家庭、人口、住

房用途等相关信息；二是主动出

示户口簿、身份证、不动产证等相

关原始证件；三是准确提供出租

房屋承租人信息；四是如实向采

集工作人员提供相关信息；五是

主动提供左邻右舍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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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村三学子获评
“金牌讲书人”

罗村中心小学每年举办读书活动

生活服务

狮山罗村“四标四实”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请街坊配合入户信息采集

街坊提供信息请认准绿马甲与工作证

道路存在未命名、重路

名？地址信息重、乱、错、漏？

城市各类设施底数不清、情况

不明？这些都是“信息壁垒”、

“数据烟囱”造成的问题，需要

广大街坊配合完善“四标四实”

基础信息。

完善“四标四实”基础信

息，是佛山市实现“数字政府”

改革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5

月，狮山罗村正式启动“四标四

实”基础信息采集工作，主动作

为，积极助力佛山市“数字政

府”改革建设。通过统一思想

加强领导，提升认识落实责任，

整合村居网格力量；落实保障

规范流程，组建专职采集队伍，

保障工作经费，配齐设备，做好

培训；学习经验对照借鉴，做好

采集工作宣传发动，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等一系列措施，有条

不紊地推动“四标四实”基础信

息采集。

目前，狮山罗村“四标四

实”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望

广大市民配合，主动提供相关信

息，积极配合做好该项工作，打

破“信息壁垒”，拆除“数据烟

囱”，共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

会治理格局。

10 ■彭英杰为教师

送上鲜花及慰问

品。通讯员供图

冯秀莲 狮山镇罗村第二初级中学

黄江英 狮山镇罗村中心幼儿园

马银昌 狮山镇罗村实验小学

招佩华 狮山镇光明新城小学

杨 健 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佛山市优秀教师

陈惠娜 狮山镇罗村中心幼儿园

林少环 狮山镇罗村中心小学

刘洁娜 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

佛山市优秀班主任

黄玉珍 狮山镇罗村第一初级中学

杨瑞珍 狮山镇罗村中心小学

佛山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罗村中心小学重视培养师生的阅读习惯。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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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摸清全市地址、人

口、房屋、单位、设施等底数，加快

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形成

数字化治理新格局，提升社会服

务能力和水平。根据广东省公安

厅和佛山市委、市政府部署，从

2019年12月1日起，全市展开

“四标四实”基础信息采集工作。

“一标”指由民政部门、公安

机关依法确定的标准地址；

“二标”指全市政府各部门、

企事业单位共享共用的一张标

准作业图；

“三标”指全市统一列编的

一套建筑物标准编码；

“四标”指全市统一划分的

一套标准基础网格。

“四实”指与标准地址相关

联的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

单位、实有设施。

标准地址、标准作业图、标

准建筑物编码、标准基础网格，

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

实有设施，简称“四标四实”。

什么是“四标四实”

“四标四实”
具体应用

1、解决地名命名缺失和门

楼牌错漏问题；

2、为各政府部门的行政管

理和政务服务以及电信、供水、

供电、供气等企事业单位提供

统一的日常数据管理应用。

3、革新公安人口管理理念

和机制，公安人口管理逐步实

现由“以户管人、以证管人”向

“以房管人、以业管人”转变。

4、将各项数据有机关联匹

配起来，实现大数据管理，提高

动态管控能力，使各政府部门

在重点领域治理更加精准，服

务举措更加有力。

警方提醒
有群众和单位不理解、不

配合、甚至不开门、不提供信息

或者提供虚假信息，导致全市

“四标四实”工作无法进行，这

样会直接影响广大群众享受各

种数字化城市带来的便利。更

重要的是，如果您故意提供虚

假信息，造成不良后果，公安机

关将根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如果上门入户采集的工作

人员，没有相关证件或者着装

不统一，请提高警惕，谨防受

骗。可以拨打110或者当地派

出所咨询、核查相关情况。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叶振华通讯员供图

将采用上门入户采集的方

式，民警、警辅人员着制服、制式

反光衣；其他采集工作人员着全

市统一的“四标四实”工作服（马

甲）、配带“四标四实”信息采集

员工作证。工作人员会充分考

虑上班时间采集对象不在家等

因素，尽量安排中午、晚上或周

末休息时间上门入户采集。

采集的信息有哪些
采集核实内容包括标准地址、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

实有设施信息。

如何采集信息

开展“四标四实”专项工作，目

标是全面摸清全市社会治理要素

底数，开创“智感围城”防控和“互联

网+政务服务”新格局，惠及民生。

采集的个人信息数据会直

接录入“四标四实”系统。各级

党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已建立严

明的保密制度，坚决杜绝个人信

息泄露问题。

而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已经正式公布《关于办

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

侵犯公民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

准。对故意或过失泄露及出售、

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将按

照有关规定予以纪律处分，构成

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居民如何参与“四标四实”工作

如何保护居民个人信息

“四标四实”有什么用

▲市民请认准工作人员的“四标四实”工作服（马甲）。

▲工作人员正进行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