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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讯员/梁小英 摄影报道）4月

1日，西樵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楼的预防接种门诊迎来大批

市民，他们在咨询台登记信息

后，有序排队等待接种新冠疫

苗。当天，西樵镇党委书记关

海权带队来到该中心了解疫苗

接种情况，并部署进一步推进

疫苗接种工作。

西樵镇自3月30日召开大

规模人群疫苗接种工作动员会

议后，已全面铺开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目前，全镇设置了5个

接种点，分别为西樵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第三社区卫生服

务站（太平医院）、第四社区卫

生服务站（大同医院）、佛山市

第五人民医院体检科、南海区

第四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本

周内将新增雅居乐大都会广场

二楼的大型接种点。

除了以上这些接种点，西

樵镇还计划推进流动接种点，

为工业园、大型企业员工等群

体提供“上门服务”。

关海权表示，西樵人口基

数较大，因此要根据户籍人口

和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做好不

同的应对方案，各村（社区）要

做好统筹预约工作，及时通知

市民，做好指引工作，避免出现

市民等待时间过长、到临时接

种点发现“无针可打”等情况。

据了解，西樵镇大规模人

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将分两个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在2021

年 6月底前完成辖区18至 59

岁常住人口约27万人（54万剂

次）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第二阶

段是在2021年下半年完成符

合条件的60岁以上目标人群约

4万人（8万剂次）接种工作。

西樵镇卫健办主任关棠禧

介绍，目前，西樵镇内的单位、

企业和个人（18至59岁）免费

接种新冠疫苗需向所属的村

（社区）报名预约，由村（社区）

安排时间、地点进行接种。市

民在接到通知后再到指定的接

种点接种，疫苗全程需接种两

针。同时他也提醒，在企业、学

校等单位已经集体预约的情况

下，个人无需重复预约，“各村

（社区）会派专人跟进这项工

作，所以市民在预约完成后只

需要等待通知即可。”

当天到西樵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接种的樵园社区居民吴

诗韵明显感觉到身边的同事、

朋友都在关注接种疫苗这件

事，在留观区等待的过程中，她

也在朋友圈“接力”发送了新冠

疫苗接种倡议的海报，“接种疫

苗，利己利人，我们都应该积极

支持。”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讯员/林嘉美）4月2日，西樵

镇公布六大主题的“环西樵山党

史学习教育红色线路”，旨在通

过“理论+实践”相结合，增强党

员教育实效，推动党员群众从党

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力量，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动力。

这六大主题路线所到之处涵

盖了重温峥嵘岁月、见证乡村振

兴、工业发展、群众生活变迁、基层

党建与社会治理成果等方面的内

容，让党史学习教育不再停留于纸

上，而是一个个实景的直观呈现。

故地重游
重温峥嵘岁月
重走革命先烈们在西樵留下

的遗址，感受革命先烈曾经面对的

艰难险阻，从那一个个峥嵘岁月的

故事中得到启发，牢记共产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迸发学习热情。

●路线1：西樵山抗战胜利

纪念亭——西樵山抗日阵亡将

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傅氏

山庄（侵华日军轰炸西樵山碧

云村旧址）——侵华日军轰炸

西樵山石牌村遗址——西樵山

云端村侵华日军大屠杀遗址

●路线2：岭西村麦氏宗祠

（党组织羔州明德小学活动旧

址）——万寿堂（解放战争时期

禄舟地下农会旧址）——麦君

素、麦永坚故居

●路线 3：区 梦 觉 故 居

——区梦觉生平事迹馆

悠游新农村
见证乡村振兴
近年来，西樵镇大力推动乡

村振兴，党建引领在这其中发挥

了巨大作用。在参观过程中，不

妨放慢脚步，感受西樵的慢节

奏，见证乡村振兴给村民生活带

来的巨大变化。

●路线：桑蚕文化及百里

芳华乡村振兴示范带西樵展示

馆——儒溪村——七星村

看传统产业重镇
的成长与变身
西樵不仅是“珠江文明的灯

塔”，还是一方商贸活跃、生机勃

勃的热土。改革开放后，西樵也

迎来了工业发展的腾飞。大家

可以深入一线，看这个传统产业

重镇是如何成长与变身的。

●路线1：西樵香云纱丝绸博

物馆——陈启沅纪念馆——南

海丝厂蚕桑丝织技艺研学基地

——广东西樵轻纺城

●路线2：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何氏水产有限公司

感受空间赋能
的“魔力”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西樵多

个村（社区）在上世纪90年代兴

起的村级工业园正在升级改

造。其中，山根社区和太平社区

通过严格执行重大事权清单管

理，让“三重一大”的事项做到党

组织“先知、先议、先做和领导把

关”，使重大事项实施更透明，方

向更准确，加快了项目进度。大

家不妨到这两个项目所在地参

观，感受空间赋能的“魔力”。

●路线：五八科创产业园+

腾龙湾区数据中心项目所在地

走进群众生活
感受幸福西樵魅力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党员不妨多走进群众生活，聆听

群众的声音，感受幸福西樵的美

丽和魅力。

●路线：西樵河滨公园

——听音湖片区——河岗社区

幸福院

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现代化
在西樵镇多个城市社区，一

个个“红房子”成为基层治理的

“秘密武器”。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深入群众的党群服务站将党

的形象植入到人们的心目中。

大家不妨走进这些“红房子”，探

索其中的奥秘。

●路线：樵华社区太和公

园党群服务站——樵园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凰樵圣堡“红

房子”——樵乐红色商圈

西樵镇公布六大主题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线路

重温峥嵘岁月 见证城市腾飞

西樵镇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全面铺开

将设流动接种点 上门为职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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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珠江时报记者何泳谊

新 闻 速 览

214名“红马甲”
服务接种一线

为助力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的开展，西樵镇迅速开展

新冠疫苗接种志愿服务，一

夜之间招募到多名党员志愿

者，配备到各个接种站点开

展宣传和秩序维护等服务。

目前，全镇各接种点共超

214名志愿者为疫苗接种保

驾护航。

西樵9个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投产

近日，佛山市 2021 年上

半年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投产

活动举行。西樵九大重点项

目同步开工、投产，总投资额

近63亿元，涵盖产业、文化、

基础设施工程等类别。其中，

产业类项目以新材料、智能器

材为主。

西樵32个
城市更新项目亮相

近日，2021年度城市更新

（“三旧”改造）项目投资推介会

暨泛家居产业生态大会在西

樵举行。西樵镇听音湖片区

作为南海西部城市更新的典

范，在大会上被重点推介。全

镇32个改造项目，约6783亩

用地全面对外推介。与此同

时，10家西樵企业荣登“南海

泛家居优质品牌榜”。

西樵通过国家卫生镇
复审市级初审

日前，国家卫生镇市级复

审组专家到西樵镇开展复审

工作，对西樵三年来的巩固

创卫成果工作进行逐一检

验。经过实地检查，专家组

充分肯定了西樵镇巩固创卫

成果的系列工作，并通报西

樵镇通过国家卫生镇复审市

级初审。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通

讯员/张嘉宜）即日起，南海樵山文

化中心（暂名）面向社会各界征名，

参与者最高可获5000元奖金。

位于西樵山脚下、听音湖畔

的南海樵山文化中心（暂名），与有

为馆（建设中）、飞鸿馆、听音广场

等景点组成听音湖文化旅游区，以

打造成为佛山西部的高端会议展

览中心、文化艺术培训中心以及精

品剧目展演中心，成为全球南海人

的“精神祠堂、文化殿堂”为目标。

根据南海区委区政府的发展

战略，南海樵山文化中心（暂名）为

打造“文翰樵山·渔耕粤韵”岭南文

化高地而兴建的一座集文化展览、

剧场、会议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00亩，总建筑

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筑高度约

53米，东侧是长达228米的樵山

瀑布，与北面的飞鸿馆、有为馆隔

湖相望。

西樵镇文化发展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南海樵山文化中心（暂

名）中部主馆设计灵感来源于对莲

花品质独特理解，并运用现代建造

技术形成传承创新的新南海建筑

品相，打造具有古建筑风格的八角

楼形式的会堂。另外，展馆将通过

承办全球南海联谊恳亲大会、举办

各类主题华人论坛等，突出体现衣

锦还乡的家园情结，彰显南海开拓

创新的精神和展示岭南水乡文化

的神韵。

此次征名面向社会各界，计

划突出体现岭南文化内涵和特色

以及体现听音湖片区经济、文化、

旅游发展。征名活动即日起至

2021年4月11日结束，其中将设

特等奖1名，奖金5000元及颁发

证书，同时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3

名、优秀奖10名。

南海樵山文化中心面向社会征名
活动截至4月11日，参与者最高可获5000元奖金

●特等奖1名：奖金5000元及证书

●一等奖2名：奖金2000元及证书

●二等奖3名：奖金1000元及证书

●优秀奖10名：奖金500元及证书

征名活动自本启事发布之

日起至2021年4月11日结束。

征集要求
●参与对象不限。

●格调高雅，寓意深远，健康向上，能够体现岭南文

化内涵和特色、体现听音湖片区经济、文化、旅游发展。

●名称要主题鲜明，富有时代感，具有积极的社会

影响；体现地方整体规划特点，充分融合周边自然、人文

环境。

●使用规范汉字，朗朗上口，便于记忆。

●应征者对应征稿件作简短的文字释意。

●来稿恕不退还，请投稿者自留底稿，允许一人投

多个稿件。

●来稿如有雷同，以最先收件为准。

●凡获奖作品，其创作权、修改权及使用权归主办

单位所有。

奖项及奖金设置

征集方式
●邮寄方式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西樵

镇锦湖大道飞鸿馆文化发展中

心办公室，联系电话：0757-

86886264，收件人：吴小姐；邮

编：528211。请在信封上注明

“征稿”字样。

●网络方式

邮 件 请 发 至 ：xqwhz@

163.com，并在标题上注明“征

稿”字样。

应征者需附上姓名、详

细地址和联系方式，以便联

系。

征集时间

■医务人

员为市民

注射新冠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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