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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邓施

恩 通讯员/伍遥 摄影报道）为大

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更好地构筑起好人精神、

好人价值、好人力量，发挥“好

人传帮带”作用，日前，佛广公

汽里沥分公司举行善行文明好

人工作室揭牌仪式。

里水镇宣传文体旅游办主

任刘星朗、南海区交通运输局

里水分局局长潘成钧、里水镇

宣传文体旅游办副主任欧阳姝

瑾与佛广公汽里沥分公司相关

负责人为善行文明好人工作室

揭牌，并到善行文明好人工作

室参观，与公交车长亲切谈话。

“我始终要求自己用心对

待每一位乘客，以微笑、关爱拉

近与乘客的距离。”现场，里07

线公交车长沈敏峰分享了自己

从公交驾驶员成长为共产党员

的历程，并表示会积极推进里

水公共交通的精神文明建设。

据了解，善行文明好人工

作室以公交车长为主要对象群

体，采取“工作室+志愿服务队/

服务站/平台”的模式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定期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包括安全文

明知识进校园进社区、慰问长

者与特殊儿童、爱心献血、文明

导乘等，通过发挥公交车长的

身边好人和道德模范力量，促

进好人好事好风尚不断涌现，

推进优质公交服务及善行文化

宣传工作，弘扬社会文明新风。

善行文明好人工作室的建

立，不仅让职工们在一个充满

“善”的环境里工作，更让每一

位职工把善行善举更好地融入

服务中。这既是“善行文化”的

延伸和拓展，也是里水镇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生

动实践。

近年来，里水镇为将文明

实践服务延伸到基层深处，以

阵地建设为依托，积极引导基

层群众广泛参与文明实践，打

造了“1+38+N”的模式，即除了

1个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外，还

要打造38个村（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Ｎ个企业、学校等新

时代文明实践点。

今年1月，里水镇乡村少年

宫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挂牌及社

团展示活动在同声小学举行。

里水镇文明办把同声小学、里

水小学、旗峰小学、里水中心小

学、和顺中心小学、麻奢小学、

和顺小学、绿欣小学共8所小学

的少年宫纳入里水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希望借助学校良好

的氛围和榜样的力量，让文明

之花开遍里水，绽放南海。

去年，里水镇宣传文体旅

游办公室联合里沥分公司，从

里07线、里07短线选取两辆车

打造了里水镇首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流动点”示范车厢，扩展

了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覆盖面，

丰富了里水镇文明实践工作内

容。

本次善行文明好人工作室

的挂牌是里水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深化，让新时代文明实践理

念“走上路、下基层”，真正来到

市民的身边，延伸到千家万户

家门口，通过广泛传播新时代

实践文明，向市民提供优质的

公交服务，为打造里水公共交

通安全环境贡献力量。

接下来，里水将挂牌启动

更多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开展

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文化

活动，建设更多具有互动性的

公共设施，寓教于乐，寓学于

趣，让群众成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进一步

打造“梦里水乡 善美花开”品

牌。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周雪芬）“大家一起动

手，把北沙村的环境搞好。”炎热

的午后，北沙村双拥公园附近出

现了一批红马甲，大家不惧炎

热，不怕暴晒，拿着清洁工具在

此开展人居环境“三清理”。不

一会儿，原来掉满落叶的地面恢

复了整洁，在村道边上的垃圾也

被清理一空，村民走过看到都点

赞。

日前，里水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党支部党员联同北沙村党委

及各经济社支部书记、委员共

35人开展“落实‘党建星期二’，

传承新时代红色基因”主题活

动。

活动成员参观了位于北沙

村沈村经济社的中共南三花工

委旧址，并协助北沙村开展人居

环境“三清理”工作。在北沙村

第一书记沈小琴的讲解引领下，

党员们认真学习了中共南三花

工委旧址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了

解北沙村的红色文化起源以及

党的发展历史。

随后，里水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党支部书记、北沙村驻点领导

黄卫斌带领党员对中共南三花

工委旧址及周边的拥军公园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三清理”工作，

共同美化净化村居环境。

黄卫斌表示，我们要充分保

护好、利用好、发展好本地红色

资源优势，大胆干、认真干；要认

真组织好党史学习教育，支部党

员要与村居党员密切联系加强

沟通，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带动群众共同建设美丽家

园，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进一步加强党员理

想信念及党史学习，重温党的

100年光辉历程，传承新时代红

色基因，落实里水“党建星期二”

工作制度，强化机关党组织与村

级党组织的联建，里水镇综合行

政执法办利用周二举办此次活

动。黄卫斌表示，下阶段将继续

加强党建引领及实践工作，提升

党员对党史党性的了解认识，进

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激发历史责任感，继承和

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永葆党员初心使命，共同为建设

美丽里水作出应有的贡献。

佛广公汽里沥分公司成立善行文明好人工作室

传递公交好声音 绽放“善美之花”
佛广公汽里沥分公司成立善行文明好人工作室

传递公交好声音 绽放“善美之花”
里水开展“落实‘党建星期二’，传承新时代红色

基因”主题活动

学党史践初心
美环境促振兴

“好人精神”深入人心
传播社会正能量

“利人利己，价值共升。”这

不仅是利升光电名字的含义，也

是王清平的人生信条。对于员

工来说，王清平似乎是一个“传

奇”般的存在，一方面因为他的

创业之路值得学习，另一方面其

持之以恒、热心公益的精神得到

员工们的认同，也逐渐成为了利

升光电的企业文化。

“不断帮助贫困学生完成

学业，十年间帮助了50多名学

生圆大学梦，董事长的‘好人精

神’十分值得敬佩。”利升光电

工会主席李海根说，在这种精

神的熏陶下，很多员工会自发

地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疫情

防控期间，员工们利用闲暇时

间，到附近的村口参与志愿值

守工作，为出入的群众量体温、

做指引，帮助附近的村（社区）

缓解人手问题。

节日的祝福、平日的嘘寒问

暖、各类福利补贴……工会细

致、到位的关爱，让利升的员工

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回到企业就像回到了家，

很多员工逐渐都有了这样的看

法。”李海根说，这样的感受，源

于员工们互帮互助的良好习惯，

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上彼此照顾，

让企业的凝聚力得到增强。如

今的利升光电，让李海根感觉自

上而下都特别“有劲”，就像是一

个大灯泡，一边照亮前路，一边

传递温暖。

文/珠江时报记者刘伟鹏

3岁男童趁父母不注意独自

外出到马路上玩耍，幸好热心市

民发现并及时报警，随后民警快

速反应找到男童父母，至此“马

大哈”父母才惊觉儿子偷溜了出

去。

日前，市民黄女士报警求助

称，她在上班路上发现一名男童

独自一人在路边玩耍，为避免发

生交通事故，便将他带到自己上

班的工厂内。

接报后，里水派出所甘蕉社

区民警中队民警梁庆权和辅警

吕鑫新迅速赶到黄女士上班的

工厂，找到了黄女士及该男童。

黄女士介绍，她在上班途中发现

男童一人在路边玩耍，时值上班

高峰期，车流较大，为确保男童

安全，便先把他带到厂里再报警

求助。

由于男童年纪较小，民警无

法从其口中了解到有用的信息，

经查询当天及近日走失小孩报

警信息，也没有类似的警情，梁

庆权决定先将男童带回中队，再

想办法联系其父母。只是此时

男童却不太配合，不愿意跟民警

离开，梁庆权劝说了很久，才把

他带回中队。

回到中队后，梁庆权安顿好

男童，将情况向领导汇报。随后

通过多方查询，梁庆权最终获悉

男童姓林，今年3岁，并找到了小

林父母的联系方式，与其父母取

得联系。

在接到民警电话的一瞬

间，小林的父母先是一顿错愕，

然后找遍家里发现没有儿子的

踪迹才心头一震，幸亏从民警

口中得知儿子安然无恙才放下

心来。随后，小林的父母马上

驱车前往甘蕉社区民警中队将

儿子接回。

经了解，当天小林妈妈以

为丈夫把儿子带到了楼上玩

耍，结果只有丈夫在楼上，儿子

趁两人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

看到儿子平安无事，小林父母

对民警连连道谢：“幸好遇到好

心的路人和警察，如果不是你

们，后果真的不敢想象。”梁庆

权再三叮嘱小林的父母，孩子

还小没有安全意识，一定要保

证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

避免发生意外。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巢海文

3岁男童独自外出
警民接力平安送回
3岁男童独自外出
警民接力平安送回

工会像“大灯泡”照亮前路传递温暖
利升光电工会获2020年度南海区“企业工会标兵”称号

■里水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党支部党员在北沙村开展人居环境“三清理”工作。

通讯员供图

日前，南海区总工会表彰了一批优秀企业工会，授予2020年度“企业工会标兵”称

号，里水镇4家企业获此殊荣，利升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升光电）名列其中。

在利升光电员工们的眼里，每一道灯光，既照亮了千家万户，也照亮了他们的心

房。“甘当一盏‘灯’，照亮自己，照亮他人。”这句话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因此乐于助

人、热心公益等精神，总能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利升光电的展览室内，一

盏盏台灯、落地灯、吊灯整齐摆

放在两旁，员工刘洪彪自豪地向

记者展示各式灯具。当他拉起

电源总开关，一副副风格迥异的

灯具下，瞬间透出一道道璀璨的

灯光。

“怎么样，好看吧！这里摆

放的都是我们的杰作！”负责产

品研发打样的刘洪彪说，每每看

到台灯上的灯泡亮起，他总能想

起利升光电董事长王清平的一

句话：甘当一盏“灯”，照亮自己，

照亮他人。

“包括我在内，很多同事本

着多学习、多参与的想法，都会

积极了解并参加工会组织的活

动。”刘洪彪说，他在利升光电工

作即将步入第12个年头，见证

了企业工会由无到有的过程，深

深地体会到工会组织对员工的

帮助。“工会建立了，大家能通过

多种多样的活动联谊，同事间的

关系、工作和生活的氛围无形中

越变越好。”刘洪彪说，以前遇到

什么难事，碍于各种因素，只能一

个人“孤军奋战”，而工会的建立

消除了这份“孤独感”，让员工有

了倾诉、谈心、解决困难的地方。

自2014年建立工会以来，

利升光电为职工组织旅游团建、

技能培训、岗位竞赛等形式多样

的活动，丰富员工的日常生活，帮

助他们实现自我增值。此外，利

升光电还成立了女职工委员会，

进一步保障女职工的权益。这

一点，也恰好是刘洪彪最认同的。

员工李红（化名）和丈夫都

是新市民，两人带着年龄尚小的

孩子来到里水务工。随着孩子

一天天长大，眼看就要到上小学

的年纪，但由于不懂入学政策，

加上收入一般，两人为小孩入学

这件事伤透了脑筋，不知如何是

好。女职工委员会得知后，立马

联系李红沟通，并为李红解读相

关政策，帮助她解决燃眉之急，

还为他们的小孩提供学费补助。

助学是一件人人称好的美

事，但补助的资金该从何而来？

原来，利升光电工会单独成立了

困难职工扶助基金，定期会组织

募捐活动，王清平更是每次都带

头参与，以身作则带领员工进行

捐款。所募集的捐款由专人进

行管理，为职工家庭提供一定的

经济帮助。

定期组织募捐 为困难职工提供帮助

■今年三八妇女节，利升光电为女员工送上节日祝福。 （利升光电供图）

■领导嘉宾为善行文明好人工作室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