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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险胜！用友软件佛山南

友信队（下称“南友信队”）卫

冕冠军成功。11月18日晚，

2020年狮山镇百企篮球赛总

决赛暨颁奖仪式在狮山体育

馆举行，南友信队凭借精湛的

球技和团队配合，最终以82

比79的比分斩下本届百企篮

球赛的冠军。

当晚，冠军争夺战由南友

信队对阵南海新丰队。开球

后不久，南友信队就迎来了

“开门红”，一鼓作气率先拿下

两分。南海新丰队不甘示弱，

双方你追我赶，十分激烈。上

半场结束，南海新丰队以50

比38的比分领先。

换边再战，南友信队调整

状态，奋起直追，多次远投3

分成功。虽然南海新丰队积

极抢断严密防守，但是双方分

差逐渐缩窄。第四节开场后

两分钟内，南友信队以一记三

分球反超南海新丰队。

“又是三分！”“哇哦！”南

友信队反超后，瞬间点燃现场

气氛，不断投进的3分球让观

众们欢呼连连。最终，南友信

队82比79险胜对手，摘得赛

事桂冠，南海新丰队收获亚

军。当晚举行的还有广东新

榜队和使命科技队的季军争

夺战，经过比拼，使命科技队

拿下季军。

“我们上半场比较紧张，

比分落后时，我们就调整战

术，互相鼓励放开打。”南友

信队多次投入3分球的85号

球员唐志铿表示，下半场队

伍积极发挥快、准的优势，凭

借大家的拼劲打出了自己的

水平。据悉，南友信队去年

也是百企篮球赛冠军，这次卫

冕成功。

“赛事十分精彩！”因朋

友参赛而特地从桂城赶来狮

山观看比赛的市民何永传表

示，自己是第一次在狮山看球

赛，感觉赛场的氛围不错。

在狮山，百企篮球赛被誉

为“狮山NBA”。已经迈入第

11个年头的百企篮球赛不仅

是一场产业工人篮球嘉年

华，更是本地极具影响力的

品牌赛事，每年都吸引不少

企业组队参加，营造了浓郁

的篮球氛围。

此外，近年来，狮山镇还

举办了百村篮球赛、村居足球

锦标赛、体育舞蹈锦标赛等聚

人气、树形象的地方性体育品

牌赛事，省百校大学生三人篮

球赛、全国三人篮球锦标赛、

易建联“薪火阵营”公益篮球

夏令营、高尔夫欧巡赛（佛山

站）、世界咏春拳大赛等大型

高水平体育赛事，将文化赛事

送到市民“家门口”，用文化力

量助推狮山城乡高质量融合

发展。

狮山百企篮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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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上午，狮

山镇副镇长麦永维组织

市政管理办公室人员，

分别到招大、谭边两个

村（社区）检查垃圾分类

工作。

在招大社区党委的

带领下，检查小组深入

村中道路检查并听取了

垃圾分类工作的情况汇

报。据介绍，招大社区

按照试点规定，设一名

垃圾分类劝导员。除了

驻点劝导外，劝导员还

积极开展入户宣传和指

导，同时落实严格督查

考核，把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标

考核，每月开展垃圾分

类专项检查和工作考

核，每月随机入户抽查

垃圾分类情况，通过检

查及时发现问题，并第

一时间进行劝导，确保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序

推进。

麦永维表示，村（社

区）要加强垃圾分类队

伍建设，组建垃圾分类

工作的宣传队，通过入

户宣传、分发宣传册、手

把手示范等方式，引导

广大村民广泛参与垃圾

分类。

下一步，狮山镇市

政办将继续推进村（社

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

展，加强垃圾分类的知

识宣传，使垃圾分类宣

传入脑入心，促使村民

们养成良好的日常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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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六届）佛山“十佳最美

家乡人”名单近日出炉，罗村联

和社区退役军人江满生、罗湖社

区滴滴司机邹志文等10人入选。

11月2日至9日，该评选活

动已经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网络

投票。截至投票结束，16名候选

人的总票数已超过15万。该活

动吸引了市民、网友积极参与，

他们纷纷为“最美家乡人”点赞。

当中，罗村退伍军人江满生

的票数遥遥领先，最终以34615

票获得最高票数。他的故事发

生在今年10月18日下午，当时

一名3岁男童落水，60岁的江满

生见状，顾不及脱下衣服和鞋

子，马上跑进池中，抱起小男孩，

仅用2分钟便将小孩救起。狮山

罗村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秘书长

黎守刚认为，江满生的义举彰显

了退伍军人“退伍不褪色”的军

人情怀。网友们也纷纷点赞他：

“危难时刻显身手，好样的！”

网络投票结束后，主办方组

织了专业评委评审。评审中，评

委们对江满生、邹志文等人和团

体的事迹印象深刻，认为他们的

故事贴切“最美百姓事，最浓家

乡情”的主题，他们就是“家乡守

护者”。

“感谢主办方天天正能量媒

体平台，同时多谢热心网民积极

投票大力支持。作为家乡的退

伍军人，热心家乡事业、弘扬助

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应该

做的。”江满生表示。

“勿以事小而不为，勿以恶

小而为之。”滴滴司机邹志文认

为，大家都是社会一分子，只要

每一个人都力所能及的做些小

事，这个社会就会更好！

从2015年开始，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携手全国30多个大

中城市的主流媒体，每年如约启

动“最美家乡人”评选。今年5月

17日，珠江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共同启动2020第六届

佛山“十佳最美家乡人”评选活

动，以“最美百姓事，最浓家乡

情”为主题，寻找“家乡守护者”。

南海区妇联到狮山招大开展多项调研工作

发挥巾帼作用 推进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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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日，南海区妇联主席张

敏、挂职副主席付萍，南海区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容环

卫科副科长谭敏冰一行组成

评估调研组，到狮山镇招大社

区开展垃圾分类评估调研。

调研活动采取实地走访

和座谈交流结合的形式进

行。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冼边

经济社乡村振兴建设、平一经

济社垃圾分类工作等开展情

况，分别与镇（社区）妇联主席、

社区党委书记和村民进行了

现场交流，近距离感受妇联组

织带领广大巾帼志愿者参与

乡村振兴和垃圾分类的成果。

在招大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招国强的带领下，调

研组深入村民庭院，对“最美庭

院”获选家庭进行挂牌仪式。

随后，调研组来到冼边经

济社。穿过古色古香的村道，

环塘步径、竹林茶舍、冼氏宗祠

等“冼边新八景”随即映入眼

帘。祠堂里，妇女们正在学习

广场舞；党支部活动室，切合了

村民的工作作息时间而开放，

书籍齐全，受到了村民的欢迎。

漫步冼边村，就像置身于

花园内。据悉，在妇女骨干的

精心照料下，村中主要道路和

部分住户庭院成为了花朵斗

艳的“竞技场”。张敏表示，妇

女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享有

者、受益者。在乡村振兴中要

积极发挥巾帼作用，最大限度

激发妇女活力和创造潜能。

在平一经济社，调研组走

访了解该村的垃圾分类工作，

并认真听取了工作人员的汇

报。今年以来，平一经济社以

“项目化”推进、“标准化”引领，

着力宣传垃圾分类工作。通

过开展丰富多样的环保绘画、

参观体验等亲子活动，引导家

庭女性发挥教育示范作用。“今

年7月，我们开始实施每月奖

励制度，评选出环保家庭和分

类能手，并给予奖励。”该经济

社垃圾分类劝导员郭俏娥说。

据悉，今年6月，南海区妇

联、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针对区内7个镇（街道）9

个村（社区）开展了“垃圾分类

绿满万家”生活垃圾分类推进

项目。招大社区作为首批名

单参与开展。依托该项目的

特色服务，社区动员广大妇女

及家庭参与垃圾分类工作，逐

步提高了垃圾分类意识和养

成垃圾分类习惯。

调研组对招大社区动员

妇女儿童参与环保的做法表

示了肯定，并提出了具体的

指导意见。调研组相关人员

表示，通过这次调研，希望招

大社区在现在的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管理制度，继续深

入开展特色活动，动员广大

妇女参与，做出特色，体现亮

点，抓出成效。

设立劝导员
驻点宣传垃圾分类

罗村二人入选“十佳最美家乡人”
罗村市民江满生、邹志文被评委认为是“家乡守护者”

■邹志文。■江满生。

■调研组听取垃圾分类劝导员的工作情况汇报。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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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让每一颗“平安之星”闪耀

光芒！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要求大力

弘扬平安建设中涌现出的时

代楷模、时代正气、时代风

采。为此，中国长安网、中央

政法委长安剑联合开展“平安

之星”网络宣传活动，并公布

了2020年11月首批候选名

单，狮山镇务庄治保会治安队

长陈平功入选“平安卫士”候

选人名单，也是目前全市唯一

入选的人。

陈平功是罗村、狮山镇、

南海区的“明星调解员”。从

1994 年接触调解工作，到

2018年成立佛山市第一个以

个人名字命名的调解工作

室，26年来他只做了一件事

情，扎根社区，专注调解，他

经手案件的档案已经装满了

一人高的书柜。他也逐渐成

为群众心中“可信的人”，像

是一种特殊的胶合剂，将不

同地域、不同诉求的个人和

群体聚合起来，汇聚起源源不

断的正能量。

“用心听取，耐心对待，细

心拆解”是陈平功化解各式矛

盾纠纷的“三心”心得。正是

因为用好了这“三心”，他顺利

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矛盾和

问题超1000宗，劳资纠纷化

解率为100%。2019年，陈平

功获颁南海区2019年度“金

牌和事佬”。在今年10月刚

结束的狮山镇第五届“树本印

记”颁奖典礼上，陈平功也顺

利成为“树本印记”的入围奖

获得者。

本次入选“平安卫士”候

选人名单，是对陈平功多年来

专注调解工作的充分认可和

肯定。据介绍，“平安之星”网

络宣传活动每个月从300名

候选人中，根据大家的投票选

出150名月度“平安之星”，其

中包括100名“平安英雄”和

50名“平安卫士”。

最后，对全部1500名月

度“平安之星”进行总投票，决

出年度“平安之星”300名。

同时发布2个年度榜单，即

“平安英雄”榜200名、“平安

卫士”榜100名。

陈平功入选
“平安卫士”候选名单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