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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镇部署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重点工作

加强联合执法 确保
“路路平安”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
通讯员/叶结萍）1 月 7 日，狮山
镇召开道路交通安全研讨暨摩
电整治工作会议，下阶段将进
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
理，加强摩电整治，预防和压减
道路交通事故，维护全镇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会上，狮山交警中队、官窑
交警中队、罗村交警中队等相
关部门总结了 2020 年道路交
通事故和秩序情况，并分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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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根据
数据分析，机动车驾驶员疏忽
大意、不佩戴头盔、无证驾驶及
酗酒是导致重大事故的最主要
原因。
针对此，狮山镇重点对摩
电、货车进行监督，加大摩电一
车多载、逆行、不佩戴头盔等违
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大路面
警力投入，提高查处的覆盖面
及力量，对事故多发路段实行
严管，探索建立交通违法人员

黑名单通报制度，联合相关部
执法等部门联动，密切协作配
门对多次出现摩电违法行为的
合，进一步推动道路交通安全
单位或企业进行问责；利用铁
形势平稳向好。
骑加强对零星违法行为的动态
狮山镇镇长黄伟明表示：
查处，形成严管严治的高压态 “目前狮山的摩电安全形势仍
势。
非常严峻，除了加大警力，加强
遏事故保畅通是交警部门
查处力度，还要从事故的源头
的责任，但压减道路交通事故， 上抓起，整治交通黑点，抓紧安
确保无伤亡事故发生，只靠交
全教育，可出资聘请社工等第
警部门单打独斗并不能从根本
三方机构进厂企、村居、学校等
上解决问题。会议要求，交警
场 所 做 好 宣 传 ，达 到 治 标 治
本。
”
部门要与派出所、交管所、综合

接下来，狮山镇各交警中
队将与派出所、交管所、综合执
法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对重要路段、厂企、学校、村居
大规模整顿货运行业乱象，全
力开展危化品运输整治，重点
整治摩电突出交通安全问题，
做好春运前后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
全事故发生，为狮山高质量发
展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
境。

每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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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为你呈现狮山大小事、发
展新动态。

17 亿元
2020 年 12 月 24 日，南海农业
互联网食品园区扬翔项目在狮山开
工。项目总投资约 17 亿元 ，将打
造料养宰商一体化高端食品园区，
建成后年出栏超 16 万头 高端优
质生猪。未来，狮山市民可以吃上
本土生产的放心安全猪肉。

7.4 公里
狮山镇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2020 年 12 月 28 日，广佛肇
高速佛山段二期正式建成通车，
狮山至广州再添一条高速公路通
道。本次建成通车的路段是广佛
肇高速佛山段二期拉通至西二环

凝聚职工力量 助推狮山高质量发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讯员/黎思嘉 摄影报道）2020
年 12 月 30 日，
狮山镇工会第四
次代表大会召开，全面总结过
去五年工作，研究部署未来五
年工作。狮山镇总工会将继续
团结带领广大职工按照镇委打
造“大湾区产业高地、广佛西部
交通枢纽、佛山科创新城”的战
略目标，在推动狮山高质量发
展进程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
会上，狮山镇总工会主席
何丽明代表第三届委员会作
主题为《勇立时代潮头，凝聚
奋斗力量，为推动狮山高质量
发展建功立业》的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五年来，在狮山镇
委、镇政府及上级工会的领导
下，镇总工会团结带领各级工
会组织，坚持以职工为本，着
力推进改革创新，大力开展各
项工作，创造了新业绩。通过
强化工会党建、提升职工创新
创 造 活 力 、规 范 基 层 工 会 建

■狮山镇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设、完善维权帮扶机制、提供
贴心职工服务、丰富文化生活
等实践，探索出一些富有特色
的工作经验，圆满完成既定的
目标任务，使工会工作再上新
台阶。
面向未来，狮山镇总工会
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

动员全镇职工积极建功新时
代，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引
领，加大对职工群众的维权服
务力度，深入推进工会改革创
新，按照镇委打造“大湾区产业
高地、广佛西部交通枢纽、佛山
科创新城”的战略目标，勇于担
当、锐意进取，积极作为、真抓
实干，开创新时代狮山镇工会

紧密围绕狮山镇党政中心工
作，做好狮山的事、做好工会的
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
会发展道路在狮山镇形成生动
实践。
随后，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南海区狮山镇工会第三届委
员会的工作报告》
《狮山镇总工
会第三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
告》等文件，并选举产生了镇总
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何丽明
当选为狮山镇总工会第四届委
员会主席。
狮山镇委副书记刘伟民向
新任工会领导班子提出四点意
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工作新局面。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南海区总工会副主席李海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
礁充分肯定了狮山镇总工会近
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五年来各方面的工作成效，并
团结动员全镇职工积极建功新
寄语狮山镇各级工会和广大工
时代；各级工会要坚持以职工
会干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切实加强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和改进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
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为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强政治保证。

狮山非遗上央视 展现金箔锻造技艺
来自罗村的吴深龙父子在《探索·发现》之《匠人匠心》讲述传承故事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1 月 1 日晚，中央电视台十套
《探索·发现》之《匠人匠心》
（三
十九）聚焦佛山手艺，来自狮山
的吴深龙父子出现在镜头中，
介绍省级非遗佛山金箔锻造技
艺，讲述狮山非遗匠人的匠心
故事。
佛山金箔锻造技艺于
2012 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目前，位于狮山罗
村的联和金箔厂是广东省唯一
的传承单位。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吴深龙的父亲吴宝光在
罗村创建了联和金箔锻造厂。
吴宝光是原佛山“昌盛号”
金箔
行的老艺人，师承佛山金箔锻
造技艺的第一代传人黄权成。
在父亲的影响下，吴深龙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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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开始学习金箔锻造技艺。
从一克黄金变成一张张薄
如蝉翼、光亮柔软的金箔，至少
需要 7 天时间。要经过配比、
熔
金、拉薄、打铠、切箔等十几道
工序，大部分是慢工细活。多
年来，吴深龙一直坚守这门手
艺，在父亲以及原佛山“昌盛
号”金箔行多位老艺人的指导
下，成为极少数掌握全套金箔
锻造技艺的人。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吴深
龙开始教授徒弟，并根据自己
所 学 ，改 进 了 金 箔 锻 造 的 流
程。2012 年，这门拥有传统技
艺和独有配方的锻造金箔的手
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2014 年，吴深龙被
评定为广东省唯一一位金箔锻

■央视《匠人匠心》栏目播出吴深龙父子工作的场景。

造技艺传承人。
吴深龙还将自己的手艺传
给儿子吴炜全。出生于 1986
年的吴炜全，是听着“叮叮当
当”
的锻造声长大的，但大学专
业为商贸英语的他刚开始并未
想传承这份手艺。大学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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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半年时间里，吴炜全时
常需抽空回来帮父亲，这让他
渐渐意识到，爷爷和父亲一直
坚守的技艺，如果在自己这里
断了未免太可惜。于是，2009
年他辞去工作，决定一心一意
传承金箔锻造技艺。

全域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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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的过程中，吴炜全
也会不断思考总结，改进方法
提高效率。如今，吴炜全不仅
掌握了全套的金箔锻造技艺，
更不断尝试为这门古老的手艺
注入一些新活力。现在，父子
俩除了继续为庙宇贴金箔，还
扩大了金箔的应用范围，尝试
开发一些小件的金箔饰品，如
木梳、书签、挂饰等。2018 年，
吴炜全成为广东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金箔锻造技艺佛山市级
传承人。
过去，金箔锻造的技术都
是在家族中传承，这几年，吴深
龙父子还陆续开设公益课堂，
希望可以打破壁垒，让更多人
接触到这门手艺，了解金箔锻
造文化。

段，
主线长约 7.4 公里 。

10 户
2020 年 12 月 26 日，
“ 爱·我
家”美好家庭养成计划成果分享
户外宣传活动暨 2020 年狮山镇
“最美家庭”颁奖仪式举行，现场
为潘美仪、罗菊红等 10 户“最美
家庭”
颁奖，
以嘉奖他们在弘扬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家庭
新风尚上作出的贡献。

1 集体 3 人
2020 年 12 月 26 日、27 日，
“现代学校治理研讨会暨第三届
中国好校长盛典”
举行，
现场公布
“中国好校长”等相关榜单，狮山
镇 1 集体 3 人 上榜。其中，
狮山
镇教育局（现更名为
“狮山镇教育
发展中心”
）获得第三届“中国好
校长”优秀组织奖，全国名校长、
狮山实验学校校长许贤苏获评第
三届“中国好校长”，联和吴汉小
学校长蔡阳合获得
“中国好校长”
奉献奖，岭南教育名镇研究中心
主任、显纲小学校长巫洪金获得
“中国好校长”
优秀奖。

9000 平方米
2020 年 12 月 24 日，狮山镇
政 府 组 织 征 拆、执 法、综 治、司
法、公安等部门，联同小塘社会
管理处、狮中村等 200 余 人 ，
对位于狮中蟹口征收地块的违
法抢种抢搭建实施清理。据勘
查 ，抢 搭 建 的 简 易 锌 铁 棚 约

9000 多平方米 ，抢种各类树
木 1400 多棵 。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李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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