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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公共艺术展
明年1月开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苏绮玲通讯员/
黄文菲）南海首届公共艺术展将于明
年1月在千灯湖公园开展，将邀请28
名国内外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艺术
家参与，结合千灯湖公园片区特色，创
作具有当代语境、南海元素和精神内核
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现已确定展出的
雕塑作品有27座。这是记者昨日从媒
体通气会上获悉的消息。

本次公共艺术展主题为“拓展的
剧场”。“这次展览有很强的在地性，与
千灯湖等具体环境息息相关，80%的
展品都是艺术家从现场空间、环境、历
史人文中找到灵感创作的。”四川美院
教授及当代艺术研究所所长、策展人
何桂彦说，之所以选择在南海办展，有
政府大力支持的因素，也因为在当前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南海拥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

何桂彦说，参与创作的都是知名
艺术家，但并非全是雕塑专业出身，当
中也有建筑师、工程师等跨专业跨学
科的艺术工作者，涵括了老中青三代，
亦有南海本地艺术家，希望通过他们
的作品，让公众走近艺术，分享、参与
艺术家的创作实践。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梁惠颜表示，南
海希望打造环千灯湖片区的博物馆群
落，而公共艺术展可为城市增添温度、
增加体验，供市民交流文化艺术，提升
千灯湖片区的人文气息。希望通过展
览，推动城市、人文和艺术的对话，让
公共艺术与南海的历史文化、时代精
神进行碰撞；推动产业与艺术的对话，
发出以艺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信
号，以及推动作品与观众的对话。

展览由南海区政府主办，区委宣
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桂城街
道办事处承办，将持续至明年4月。

遇到欠薪问题
这些渠道可维权

珠江时报讯（记者/肖莎莎）记者
昨日从南海区人社局了解到，根据上
级统一部署和安排，2020年春节前，
南海区将继续深入开展农民工工资支
付情况专项执法行动，对欠薪企业和
责任人，如不及时解决欠薪问题的将
依法从重处罚，对符合列入欠薪“黑名
单”的做到应列尽列；对广大农民工兄
弟，建议通过合法正规渠道找工作，防
止上当受骗，权益受到侵害时请通过
正规渠道维权，切实保障自身权益。

目前，南海区人社局已在南海区
政府网站部门页面公布了举报投诉电
话0757-86338355，并设立了群众来
访接待中心（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南海
大道北83号），方便广大农民工兄弟维
权。此外，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
构也开辟了绿色通道，实现快裁快审。

大沥雅悦会
举办慈善年会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翠贞通讯
员/梁景萍）近日，大沥雅悦会举行以

“雅悦新风尚 巾帼颂华章”为主题的
慈善年会，筹得善款近57万元，将用
于帮扶镇内有需要的群体。

年会包括慈善拍卖、结对助学、诗
歌朗诵、醒狮表演和慈善义演等环
节。拍卖物品既有爱心企业、热心人
士捐赠的书法作品、通草画作品、精美
摆件等，也有接受了雅悦会资助的邝
同学手绘的水彩画《荷》和水星学校结
对助学的学生自制的如意灯彩。受助
者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雅悦会成员
们的感恩之情，延续雅悦会“助人自
助”的精神。会场内还设置爱心义卖
摊位，与会者纷纷以购代捐助力“暖心
行动”。各环节所筹善款均捐入雅悦
会专项基金。

目前，大沥雅悦会共有会员300
人。今年以来，大沥雅悦会共结对帮
扶镇内困境家庭学子、外来务工家庭
学子133人，发放助学金近32万元，
以及援助大沥镇内的4个困难家庭。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冷空气驾到，南海降温了，毛衣、毛
裤、围巾，能够温暖你的身躯。那
如何温暖心灵？回顾过往一年的
正能量事件，是个不错的选择。“南
海农行杯”2019南海影响力年度

十件大事/十大人物评选活动正火
热征集候选人物和事件，正能量事
件被广大网友热推。其中，“最具
幸福感城市”成为高频词。

网友“周小莹”说，以前常去
广州、香港这些地方玩和购物，现
在在南海也能享受大城市的生
活。网友“香水有毒”则说，有幸
生活在南海，无论是小区物业还
是公交地铁，抑或是吃饭购物，都
能得到优质的服务和资源，生活
在这里好惬意。

谈及2019年南海正能量人
物，很多网友则推荐了胡碧洪、郭
伟健。网友“张厚昌”点赞胡碧洪，

“她不顾个人安危救醒溺水女孩，

温暖了整个社会。”网友“饭团糯
米”则推荐郭伟健，“因为他的无
私，让六个灰暗的生命再见光彩。”

回首2019年，南海给市民留
下的美好记忆不仅仅是正能量。
乡村振兴、三旧改造、医疗健康、
公共区域、产业发展等众多领域
的大事件也被市民先后提及。比
如，桂城永胜村年初通过集体表
决，成为佛山市首个启动整村改
造的“三旧改造”项目。再比如，
佛山西站枢纽新城规划获批，为
狮山带来加速发展的难得机遇。

我们相信，令南海市民记忆如
初的人物、事件还有许多。欢迎大
家通过“今日南海”微信公众号、邮

箱等渠道向本报推荐2019年全体
南海人的美好回忆。活动征集结
束后，主办方将通过初选、票选、复
选等环节，审定最终入选名单。

此外，主办方将在2020年1
月举行发布仪式，公布2019年度
十件大事/十大人物名单，并从参
加推荐、投票的市民和网友中随
机抽奖，一等奖1名，奖品为华为
P30手机一部；二等奖5名，奖品
为kindle一部；三等奖10名，奖
品为价值200元的购书卡一张。

●发送邮件到 zjsbnhyxl@
163.com，注明“2019 南海
影响力双十评选推荐”字
样，并在邮件中留下您的
联系电话。

●关注“今日南海”微信公
众号，直接在对话框中输
入您推荐的事件或人物以
及您的联系方式，然后发
送至后台。

“南海农行杯”2019南海影响力“双十”评选火热征集中

网友力推正能量事件及人物
推荐方式

南海区政协召开“探索政企合作新模式，谋求南海乡村振兴新发展”专题议政会

政企村合力推动乡村振兴

南海邀您举荐身边的劳模
2020年南海劳动模范、先进劳动者、先进集体评选启动，12月20日前可举荐候选人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梦灵
通讯员/钟钜添）记者昨日从南
海区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获
悉，2020年南海区劳动模范、先
进劳动者、先进集体评选活动已
全面启动，现正面向全社会征集
候选人，12月20日前各镇街和有
关单位可广泛推荐符合条件的个
人和集体，个人也可自荐参与评
选。本次活动将表彰劳动模范
30名、先进劳动者30名、先进集
体30个。

近日，南海区委办公室、区政
府办公室下发了《中共佛山市南
海区委办公室 佛山市南海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荐评选
2020年佛山市南海区劳动模范、
先进劳动者和先进集体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这与2012
年南海举办的上一次劳模评选已
相距七年之久。

为礼遇楷模，在南海选树一
批可亲、可敬、可学的劳动模范，
弘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
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
奉献”的劳模精神，今年，南海再
次向全社会发出号召，凡在2012
年以来，对南海区经济建设和各
项社会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
各行业、各阶层劳动者，以及机
关、企事业单位、车间、班组、科室
等集体，都可通过自荐或他荐参
加本次评选。

本次评选表彰名额共90名
（个），将评选出30名南海区劳动
模范、30名南海区先进劳动者及
30个南海区先进集体，由区委、
区政府分别授予相应荣誉称号。
在结构比例上，本次评选仍然坚
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其中在
先进个人评选中，一线职工的名

额要求不低于总名额的55%；农
民工的名额要求不低于总名额的
10%。而在先进集体评选中，则
要求非公有制企业名额应不少于
评选名额总数的70%，并注重评
选如分公司、车间、科室、班组等
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基层一线
集体。

本次评选的参评条件还与当
前社会重点热点工作有机结合。
比如参与先进个人评选的条件之
一是“在推进农村改革、新型农业
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三旧改
造、两违整治等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参与
先进集体评选的条件之一是“在
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方面
作出特殊贡献的”。

“我们将以政治表现、工作实
绩和贡献大小作为衡量标准，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
按照自下而上、逐级推荐的方式
开展推荐工作。”南海区劳动竞赛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区总工会副
主席梁凤华介绍，本次评选各镇
街和有关单位可广泛推荐符合条
件的个人和集体，个人也可按照
属地或所属系统向各镇街和有关
单位举荐或推荐。通过自荐这一
形式，可发动更多职工参与劳模
评选，提升劳模的影响力；同时也
扩大劳模评选的覆盖面，把更多
优秀劳动者纳入遴选的视野。

另外，《通知》指出，本次评选
将执行“两审两公示”制度，即包
括初审和复审两次审核及所在单
位和区级媒体两次公示。也就是
说，为了保证劳模评选的正规性
和公平性，参与职工还需经过所
在企业或单位的考核，才能最终
确定候选人名单。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婷戴欢
婷通讯员/叶宁邹永榆) 昨日，南
海区政协召开“探索政企合作新
模式，谋求南海乡村振兴新发展”
专题议政会。省级专家、区政协
智库专家、区政协委员代表围绕

“如何通过政企合力，推进南海乡
村振兴战略”等议题，提出各自见
解，助推南海乡村振兴发展。

为深入了解南海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难
点，探求突破路径，前期区政协组

织政协委员和智库专家开展了关
于经济先行地区乡村振兴路径的
调研活动。

会上，专家和政协委员结合
考察优秀地区的做法和经验，为
南海乡村振兴发展建言。其中，
区政协智库专家、专题调研小组
核心成员曾惟靖指出，目前南海
乡村振兴存在三大问题：前期建
设能力强，后期运营能力弱；经验
不足，缺少实操人才；机制不够完
善，政策系统性不够。她认为，南

海乡村振兴发展，必须要各级党
委政府、村“两委”和社会资本方
（企业）等三方共同合力。

“乡村振兴引入社会资源，政
府要牵头做好乡村振兴的‘管
家’。”广东省土地开发整治中心
（广东国土资源厅不动产登记中
心）班子成员、广东旧城镇旧厂房
旧村庄改造协会秘书长庾来顺谈
到，政府对乡村发展有系统的规
划，这样后续运营管理才能长久。

随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

利局、区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
局南海分局就专家以及政协委员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出回应。南
海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区委
农办、区扶贫办专职副主任李雅
文透露，南海正重点打造10个乡
村振兴精品示范村和3个乡村振
兴连片示范区，计划投入10亿元
对乡村振兴建设进行补贴，全区
的规划指引即将出炉。

“南海乡村振兴面临的问
题，一是历史欠账多，二是东部

产业密度大，三是群众参与度不
高，还存在‘政府干群众看’现
象。”区委常委郭家新谈到，南海
区正借助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
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的契机，积
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政企合
力是南海当前的短板，也是未来
的趋势。接下来政府会做好合
力振兴“蛋糕”，让政企村三方达
成共赢，提质产业发展，让企业
受益，村民也受益。

（相关报道见02版）

一、各镇（街道）及各部门推荐
各镇（街道）和有关单位要结合实际，对符合条件的个人
和集体广泛推荐。

二、社会自荐
区内各单位和个人均可自荐参与评选活动，按照属地或
所属系统，向各镇（街道）和有关单位举荐,由各镇（街道）
和有关单位综合后向区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推荐。

1、如何参评

2、评选要求

一、推荐的先进个人和集体应有一定的荣誉基础。已经
获区级及以上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劳动者和享受市级
及以上劳模待遇的个人，以及历年已获评南海区先进集
体的单位一般不参加相同称号的评选，但历届区先进劳
动者可以推荐评选区劳动模范。

二、在南海区工作的、对我区社会经济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的香港、澳门、台湾和外国籍人员，也可以参加评选。区
处级（含）以上党政干部、离退休人员原则上不参加评选。

3、推荐时间

●参加评选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候选人名单在本单位公
示无异议后，须于2019年12月20日前报属地各镇
（街道）总工会或区主管单位。

●各镇（街道）总工会或区有关单位汇总后，须于12月
31日前向区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总工会）上
报推荐审批表及推荐名单汇总表。

4、联系方式

区总工会联系电话：
86336573，86231158

各镇（街道）总工会联系电话：
桂城 81813820
九江 86561811
西樵 86827717
丹灶 86611612
狮山 86630000
大沥 85582830
里水 85660025

扫码一下，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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