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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城事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

兴 摄影报道）“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

级党组织的重要政治任务，各

“两新”党组织要把握好学习教

育目标任务、基本要求和核心

要义，确保学习教育组织到位、

措施到位、落实到位。”3月24

日，狮山镇党建工作办公室（以

下称“狮山党建办”）面向全镇

“两新”企业党组织书记、政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

狮山党建办主任朱晓云动员与

会人员迅速掀起党史学习教育

热潮，进一步推动“两新”党建

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上，南海区人大常委会办

公室四级调研员、佛山市党史专

家库专家谢晓云应邀担任讲师，

为学员们开展一场以中国共产

党在南海的革命历史为主题的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讲座从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

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五方

面，对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革

命历史进行通盘梳理和全面

解读，为与会人员了解党史打

开了一扇窗户，也提供了有益

的方法指导。

“南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辉煌篇章，也是新时代粤港澳

大湾区的闪亮明珠。”谢晓云

立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

法论，结合丰富的史料、南海

的区情，生动讲述了南海波澜

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以及发

展历程。

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与会人员一边参观狮山镇

雷锋纪念馆，一边聆听“身边的

雷锋”菠萝义工的故事。

“本次讲座尤其振奋人

心！”佛山市粤联驾驶员培训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刘卫平表

示，讲师热情带动，内容深入详

实。据悉，该公司成立于2017

年，随着南海区的改革和发展，

公司在三年间，足迹遍布南海

区，目前在南海拥有70多家驾

校培训机构。同时，该公司党

支部每年组织党员、群众参与

爱心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践

行企业责任。

为掀起“两新”党组织的党

史学习教育热潮，本次讲座不

仅“大咖齐聚”，还增加实地走

访学习环节。在狮山镇委党校

的组织安排下，培训共分两期，

分别在24、25日举行。25日的

讲座将邀请到原南海区委统战

部常务副部长刘文利担任讲

师，并深入佛山维尚家居制造

有限公司参观学习。本次讲

座，将吸引150名“两新”党组织

书记热情参与。

朱晓云表示，希望企业能

够结合实际，深入思考，充分运

用企业微信公众号、企业宣传

栏等宣传平台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为今后工作取得更好成绩

打下坚实的基础。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摄影报道）检查电房情况、询问

日常作业内容、查看水泵排灌

水情况……3月23日至24日，

经过为期两天的走访检查，狮

山镇34座排水泵站的机组设

备通过验收，为切实做好水旱

灾害防御工作奠定基础。

3月24日，记者跟随南海

区机电排灌总站技术人员和狮

山水利所工作人员走访检查。

早上9时起，一行人就马不停蹄

地辗转各座排水泵站，对每个

机组设备进行详细测试，检查

其是否能正常启动，保障排水

设施运行。当天，通过验收的

18座镇管排水泵站和纳入目标

管理的16座村管排水泵站的

机组设备均获得了南海区机电

排灌总站派发的“合格证”。

排水泵站主要在汛期时起

到防止内涝的作用。狮山水利

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春节前

就开始对全部管排水泵站进行

冬修维护，包括对水泵机组的

检修、电气设备的检测、水工建

筑物的维护以及站内环境的整

治等，以保证泵站机组设备的

安全生产运行。

此外，狮山镇水利所不断

加快推进水旱灾害防御等工

作，春节前就逐步开展各项准

备工作。2月底已全部完成汛

前检查，检查发现防汛设施基

本无损坏，其中刘洞水闸电排

站重建工程已完成基础处理，

完成工程形象进度为48%，目

前正在进行复堤回填土施工，

计划在4月10日前复堤至高

程8.0米。

此外，在编制行洪区、小型

水库应急转移方案的基础上，

狮山镇水利所还安排人员专门

编制《狮山水利所防汛防旱防

台风应急预案》《狮山镇水利设

施（工程）抗洪抢险应急预案》，

以提高水利工程突发情况的应

对处置能力，预计预案在本月

底前完成。

同时，落实三防责任，春节

后对全镇的9条堤围、21个水

库均落实了让行政责任人、技

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签订承

诺书，并指导相关村（居）委会

对村（居）内的堤围、水库等重

新核定和登记造册，要求相关

村（居）委会对行洪区的群众逐

一告知，进一步落实预警措施。

今年是狮山水利所由三防

统筹与水利三防双重角色真正

向单一水利水害灾害角色转变

的一年。狮山水利所相关负责

人表示，角色转变标志着对工

作的细致度有更高更严格要

求。接下来，狮山水利所将结

合防洪、内涝等重点工作，抓好

水害灾害预案的完善、落实，加

强水利工程管理和做好汛期值

班准备。同时，加强水利专业

技术人员的防汛抢险技术培训

和应急队伍的集训、演练，进一

步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

燕 通讯员/狮宣）漫步街头，聆

听榕树下的“大喇叭”讲述党

史故事，汲取奋进力量；周末，

打开手机里的“红色地图”，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红色之旅

……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过程中，狮山“潮”学党史，

正不断创新学习形式，让红色

故事讲起来、红色声音响起

来、红色资源活起来，并计划

开展红色线路研学游，推动党

史学习进机关、进村（居）、进

企业、进校园。

每天，狮山“榕树下”智

能广播都会准时开播，开启

了全镇市民学习党史、知晓

政策的新渠道，让市民聆听

党史故事，从中汲取奋进力

量；在“南海狮山”微信公众

号，狮山开设党史大讲堂栏

目，每天推送“历史上的今天

党史故事”，并开设“红色南

海 狮山印记”栏目，每周末

发布一期，向广大市民一一

介绍狮山革命遗址、红色人

物故事等，追忆峥嵘岁月，探

寻红色印记；组织全镇“两

新”企业党组织书记、政工进

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

通过开展中国共产党在南海

的革命历史专题讲座、参观

狮山镇雷锋纪念馆等活动充

分学习领会红色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

狮山是一片具有光荣革命

传统的红色土地，南海区共有

14个革命老区村，狮山就占了

其中13个。作为红色热土，狮

山正运用这些鲜活“教材”，结

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点）等阵地，不

遗余力、创新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

除了以上做法，为高标准

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狮

山还正策划开展红色线路研

学游，将进一步完善中共南海

县委旧址、狮中陈洞义民纪念

碑、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队

部旧址等的周边环境和展陈

项目，联同红星社区百计纪念

馆、大榄抗日活动基地旧址形

成红色研学游路线。目前，大

榄邓楚白旧居及村史馆修缮

工程已于3月初动工建设，中

共南海县委旧址系列项目、珠

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旧址修

缮和展陈项目将于 6月底前

建成。

接下来，狮山将围绕红

色线路研学游，策划开展一

系列活动。面向全镇党员、

产业工人、大学生、青少年

群体，组织红色研学体验活

动，通过实地参观、互动体

验等方式开展现场教学，掀

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镇

机关、村（社区）等各级党组

织通过主题党日、专题讲座

等形式，针对党史课题进行

参观学习、研讨交流。通过

开展狮山红色旅游线路导

赏员大赛、红色摄影大赛、

红色亲子游等一系列活动

推广红色线路研学游，发动

广大群众 尤 其 是 大 学 生、

产 业 工 人 群 体 参 与 ，引 导

他们学党史、知党情、跟党

走。突出抓好青少年群体

学 习 教 育 ，把 党 史 学 习 教

育和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

结 合 起 来 ，策 划“ 童 心 向

党”系列活动，让革命薪火

代代传承。

狮山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创新学习形式，让红色故事讲起来、红色声音响起来、

红色资源活起来

狮山镇“两新”党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

充分运用宣传平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34座排水泵站
机组设备通过验收

狮山水利所提早部署，切实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讯员/黄永灿）3 月 23 日下

午，狮山镇新光源产业基地路

面积水严重，行人、摩电车辆无

法通过，工作人员加急安装水

泵抽水排涝。原来，这是狮山

镇罗村有关部门联合开展的一

次城市排涝应急演练。

为提高工作人员处置突

发内涝事件的应急能力，当

天下午，狮山镇国土城建和

水务局(城建)罗村工作办公

室(市政)（以下称罗村市政

站）现场协助、指挥相关人员

开展应急演练。该演练模拟

暴雨积涝，产业园区道路因

地势低洼，出现水深30毫米

以上积水，群众、车辆无法通

行，急需抢险。

险情发生后，经过有关部

门判研，罗村市政站立马启动

汛期应急预案机制，迅速组织

抢险工作。排涝责任单位广东

宝鸿环境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称“广东宝鸿公司”）、广东绿润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绿

润环境公司”）各司其职，有序

开展排涝。绿润环境公司提前

进入演练现场，在积水涵洞前

设立警示牌，拉好警戒线，临时

封闭路段，疏导周边道路交通，

做好车辆绕行工作；广东宝鸿

公司则调配一台大型应急排涝

车到现场进行排水，并集结应

急抢险队伍10多人进行抢险、

监控设备运行情况等。经过十

分钟的排涝作业后，水位线已

降至安全水位线以下，作业车

辆及抢险队伍有序撤离现场，

演练结束。

“暴雨灾害是汛期易发的

重大气象灾害之一，因暴雨引

发的城市内涝在罗村社会管理

处内时有发生。应急演练既是

检验我们的重大气象灾害应急

预案是否科学、合理、可操作性

强，又是确保应急救援工作成

效的有效途径。”罗村市政站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通过此次演

练，不仅检验了重大气象灾害

应急预案的实用性、衔接有效

性，检验了部门应急保障、对外

协调等能力，还进一步提高了

群众的防灾避险能力。

罗村市政组织城市排涝演练

实战检验应急水平
提升汛期防灾能力

■工作人员详细测试机组设备运行情况。

■少儿们到中共南海县委旧址参观学习。 通讯员供图

■与会人员了解菠萝义工的救援事迹。■与会人员宣誓，共同发扬雷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