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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竺正林）舞蹈、茶艺表

演、小品……10月 13日，“出

彩狮山”星光才艺秀线上视频

选拔赛举行，经过评委选拔，

20个节目获得11月1日总决

赛的入场券。

“出彩狮山”星光才艺秀由

狮山镇宣传文体旅游办主办，该

赛事于9月份启动，经过一个月

的线上征集，共收到舞蹈、歌唱、

曲艺、器乐、小品等形式丰富的

42个团体节目，参赛人数达到

200多人。

线上视频选拔赛邀请了佛

山市音乐家协会理事、佛山声乐

家协会会员、佛山电视台南海分

台产业拓展部总监谢洁敏，佛山

声乐家协会会员、狮山合唱协会

秘书长竺正林等担任评委。现

场，评委们一边观看选手的参赛

视频，一边为其打分和评论。参

赛视频均由狮山市民自创自编

自导，艺术风格多样。

经过评分选拔和集中讨论，

共有20个节目进入于11月1日

举行的线下总决赛，争夺总额超

过2万元的奖金。总决赛排名

前三的节目还将获得登上“南海

农行杯”梦想星舞台的机会。此

外，进入总决赛的选手还有机会

进入讲师团，到企业、村居开讲

“文化大讲堂”。

本届星光才艺秀重点发

掘镇内培训中心、村居、学校、

企业的各类文艺“新星”，增强

狮山才艺品牌影响力，充实年

度大型文体活动的节目和人

才资源。

“艺术源于生活，用于生

活。”狮山镇文化发展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狮山首次举办星光

才艺秀，是希望以最接地气的方

式打造狮山人自己的才艺展示

和提升平台，展示狮山人生活、

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让狮山

人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接受艺术

的熏陶。

首届“出彩狮山”星光才艺秀线上视频选拔赛举行

20强队伍11月1日上演巅峰对决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

兴 通讯员/王思琦 摄影报道）

10月11日，2020南海区职工

劳动和技能竞赛暨狮山镇安

全生产项目技能比赛落下帷

幕，本次比赛共有60支企业

队伍、180名选手参加，最终本

田零部件队夺得一等奖。

比赛由理论考试和现场

实操两部分组成，理论考试采

取闭卷方式进行，现场实操则

包括触电急救、灭火器灭火、

安全隐患排查三个项目。在

隐患排查比赛项目，各队伍要

在给出的图片场景中，找出存

在的多处安全隐患，这是对选

手安全知识熟悉程度的一个

考验。

“工人没有戴头盔，危险

物品随地摆放……”来自和发

铁塔的参赛者熟练地找出安

全问题。参赛者表示，这样的

环节设置，是对安全生产和消

防安全知识的“情景测试”，有

利于提高大家的防患意识，时

刻敲响安全的警钟。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本

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佛山分公司、佛山

市佛宇重工实业有限公司分

获赛事前三名。

“安全关乎生命，今天的

项目都是我们日常多次学习

和练习的技能，可以说我们是

有备而来。”本田零部件企业

安全员黎嘉文表示，企业共有

安全员14人，企业通过定期开

展不同内容的安全技能培训，

形成了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热

潮，“从前年比赛的三等奖到今

年的一等奖，我们公司的安全

生产水平正不断提高。”

南海区总工会副主席梁

凤华表示，狮山镇作为制造业

重镇，职工人数众多，本次竞

赛既是狮山镇职工安全知识

和技能的大练兵，也为弘扬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树立了鲜

明的导向。今年以来，区、镇

街各级工会高度重视安全生

产和劳动保护工作，多次组织

内容新颖、形式多样、广泛参

与的技能竞赛和演练，使广大

职工成为安全、高效、高质、助

推企业复工复产的中坚力量。

此次大赛在南海区总工

会、南海区劳动竞赛委员会的

指导下，由南海区特种设备协

会承办。大赛充分发挥对安

全生产工作的引领示范作用，

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的

效果，对于带动企业职工学习

技能、提高企业一线作业人员

安全生产和应急处置能力、有

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

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正确处

置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突发

事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林一峰

用数字为你呈现狮山大小事、发展新动态。

每周有 数

10月 9日，据广东省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消息，省委、省政府决定表彰一

批在抗击疫情斗争中涌现出的先

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其中，狮山2
人拟获表彰，分别是佛山市菠萝救

援服务中心救援队员甘文兴和狮

山镇罗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黄黎意。

2人

14个

近日，随着水大区间左线“天佑

24号”盾构机破土而出，佛山地铁三

号线顺利实现了水口站—大墩站区

间的双线贯通。截至目前，佛山地铁

三号线全线26 个车站已实现主体

结构封顶，36 个区间（不含起终点

站折返区间）中的14 个区间已实现

双线洞通，3 个车站已移交机电安

装，狮山车辆段综合楼已封顶。

10月12日至10月13日，狮山

交警中队开展酒驾摩电查处行动，

对过往车辆进行呼气酒驾测试，对

路面其他违法行为进行整治。两天

共查获醉驾1 例、酒后驾驶1 例，

查扣违法车辆107 辆。

10月10日，狮山镇全面启动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0年

11月1日零时，入户工作时间是10

月 11日至12月 10日，普查对象是

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据悉，

狮山镇人口普查“两员”高达2900
余名，将逐家逐户入户登记，希望市

民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2900名

107辆

10月10日起，因广佛肇高速公

路接入西二环高速公路互通需要，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狮山将对西二

环高速官窑收费站实行全封闭施工，

封闭时间为10月 10日至12月
10日，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绕行指

示标志，减速慢行。

10月10日起

狮山举行安全生产项目技能比赛，本田零部件队夺一等奖

情景模拟找问题 比拼操作灭火器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

燕通讯员/陈昭文）10月12日

下午，狮山食材配送行业协会

举行成立庆典暨首届会员大

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协会章

程，并举行了协会揭牌仪式。

食材配送行业专门为机

关、企事业单位、学校、托幼机

构食堂以及餐饮单位提供一

站式食材配送服务。在狮山，

依托中南市场的辐射效应，周

边共有大大小小的配送企业

200多家，每日配送集体供餐

人数超500万人次，占佛山市

食材配送份额的80%，在全市

具有较大影响力。

基于此，2019年11月，在

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佛山市中南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好来客

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自发组织

成立了狮山食材配送行业协会，

旨在通过共享农场资源与产销

平台、整合上下游资源、搭建政

府沟通桥梁、提供多样化专业服

务、执行食品质量安全跟踪管

理、建立红黑榜机制、出台协会

管理标准等方式，探索建立龙

头带动、协会管理、部门监管

及社会参与的共治模式。

协会成立以来，协会秘书

处走访企业150多家，经过严

格的审核，截至目前正式批准

入会62家，其中包含多家获

得省、市、区级认可的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我们的目标是走出去，

助力行业不断发展壮大。”狮

山食材配送行业协会会长邝

巨明表示，协会将树立规范管

理的标杆，创新狮山食材配送

行业新业态，创建狮山食材配

送行业大品牌。

今年开始，狮山镇向该协

会购买食品质量安全跟踪管

理服务项目，计划连续3年，每

年投入50万元委托协会开展

食品安全跟踪管理。狮山镇

副镇长潘裕辉表示，希望协会

发挥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

作用，做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

沟通桥梁，促进行业自律发

展，为会员企业的发展提供专

业、权威、高效、贴心的服务。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

长许兆辉表示，协会要将促进

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加快

行业发展作为企业共识，为南

海区的食材配送行业做示范、

树榜样，把好食材配送关卡。

狮山食材配送行业协会成立庆典暨首届会员大会举行

整合优质企业 创建食材配送大品牌

【20强队伍和节目】

■选手正在进行灭火项目比赛。

●广东东软学院艺术团舞蹈队《宴清都》

●喵记队《武之初》

●山南曲艺协会《平湖秋月》

●狮山镇“粉墨戏剧队”《你恶霸？我唔怕！》

●小肥鹅民舞队《月影》

●风青舞蹈队《青平调》

●狮山大涡塘英姿花舞蹈队《嗨起来》

●狮山塘中曲艺协会《春风秋雨七十年》

●1CM舞团爵士舞《wedon't talk anymore》

●A.N.D《傣嫚水乡》

●狮山唐艺舞蹈队 舞蹈《远离毒品》

●狮山唐艺舞蹈队 舞蹈《那片玫瑰花儿》

●青春舞蹈《丽人行》

●帝舞潮流街舞小塘店

《HOW YOU LIKE THAT》

●帝舞潮流街舞小塘店《超燃少年团》

●帝舞潮流街舞小塘店《闪光少女》

●俩兄弟的功夫梦《棍风侠影》

●南海狮山狮城秧歌舞队《红红中国情》

●罗村时代倾城舞蹈队

舞蹈 《看山看水看中国》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茶道艺术表演》

制图/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