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

讯员/黎惠敏）1月20日，西樵镇

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樵山文化

中心召开。大会选举产生西樵镇

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领导班子，

潘大柱当选新一届镇总工会主

席，李瑾、刘广荫、陆兆平、刘凯当

选为镇总工会副主席。

会议审议通过了潘大柱代表

镇总工会第三届委员会所作的工

作报告，还审议并通过了《西樵镇总

工会第三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

《西樵镇总工会第三届经费审查委

员会工作报告》及《西樵镇总工会第

三届女职工委员会工作报告》。

过去五年，西樵镇工会在加

强党建引领、强化自身建设、聚焦

多元服务、着力帮扶维权等方面

取得新成绩。全镇新组建基层工

会308个，行业工联会2个，发展

工会会员约3.1万名。

南海区总工会副主席梁凤华

高度肯定了西樵镇工会这五年的

工作。她认为，西樵镇总工会在

强化职工政治引领、围绕中心建

功立业、健全维权服务机制、夯实

基层基础以及创新创建新时代工

会工作新模式等方面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打造了许多具有

本镇特色的成功经验，包括工会

会员实名认证、社工进驻企业、

“职学堂”等工作和特色活动，为

全区工会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鲜

活经验，起到了很好的引领示范

作用。

接下来，西樵镇工会将紧密

围绕广东工会十四大目标任务和

镇委、镇政府“产业与生态和谐共

生、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的工作

目标，全面强化党建引领，精准回

应多元需求，激活基层工会活力，

守正创新，倾力打造西樵工会品

牌，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打造品

质西樵、生态西樵、幸福西樵作出

更大贡献。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镇

各级工会组织要抢抓新时期发展

机遇，大力加强工会组织党的建

设，提升‘两新’党组织组织力，

规范党员管理，以党建引领推动

工会改革继续向纵深发展。”西

樵镇委副书记、镇长杨明要求，

西樵工会要聚焦工会职责、强化

服务帮扶，以满足职工美好向往

彰显工会工作新作为。同时，他

倡导继续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

模精神、工匠精神，讲好劳动者

故事、产业工人故事和工会故

事，进一步营造“劳动伟大、劳模

光荣”的社会氛围。

珠江时报讯（记者/丁当

通讯员/王婷摄影报道）昨日，

桂城街道查治办、农业农村

办、综合行政执法办、综合治

理办、平洲派出所等多部门联

合出击，强制拆除平东社区沙

园新村一处违建宅基地，拆除

面积约120平方米。

据悉，该违建事主在没有

土地证、没有任何报建手续的

情况下，霸占村集体土地擅自

进行违法建设。日前，宅基地

专项行动小组巡查时发现其存

在违建行为，立即报送相关部

门展开核查、认定。同时，行动

小组、社区工作人员对该违建

实施24小时动态监控，谨防

事主抢建，并耐心对其宣讲相

关政策法规，彻底纠正事主的

错误认知，有效化解了违建事

主的抵触情绪，确保此次拆违

行动迅速、有序、安全开展。

现场，施工队出动钩机进

行拆除工作，仅半个小时便拆

除了新增违建一层框架，实现

“快”“准”打击，确保了整治效

率及效果，在辖区范围内形成

强有力的震慑。接下来，桂城

街道将持续推动宅基地违建

常态化治理，完善长效机制，

强化巡查监控，进一步净化社

区人居环境。

查处治理违法用地、违法

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桂城街道将着眼长远、综合治

理，不仅要保护好来之不易的

新增“控停”成果，也要制定更

加完善的制度体系，有序消化

历史“两违”行为。让有条件

纳入历史“两违”监管平台的

案件安全纳入管理的基础上，

稳妥推进历史遗留产业类和

公共配套类建构筑物的补办

评审工作，焕发历史建（构）筑

物新活力，确保查处治理“两

违”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坚决做到“新增”“历史”两手抓、

两手硬，为促进桂城经济社会

和谐发展贡献“查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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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实

习生/麦少康 通讯员/何志莹 古

梓冰）近日，丹灶镇新增两家社区

幸福院，分别位于联沙社区和银

河社区。社区长者们可定期到幸

福院参与康复保健、文化娱乐等

多元活动，丰富晚年生活。

“这个按摩椅怎么用呢？”

联沙社区幸福院揭牌投用当

日，居民陈婆婆对幸福院大厅

内崭新的按摩椅感到好奇，在

社工的引导下，陈婆婆体验了

一把服务。

幸福院开放所有场室以及设

置相应的游戏体验摊位，让长者

在游戏过程中，更贴切了解幸福

院服务和场室功能。联沙社区幸

福院内设有康复室、心理咨询室、

爱心厨房等11个功能场室供社

区长者使用，为长者提供生活照

料、保健康复、文化娱乐和精神慰

藉等社区养老服务。

现场还设有“我带小木头回

家”游戏，通过将不同大小的木棍

放置到对应的洞中，考验参与者

的反应和思考能力；另一侧的“抱

一抱”游戏，则是长者与家属合作

或自由组队，运送气球到指定地

点，旨在拉近长者与乡邻、家属之

间的关系。更有“暖心汤圆”“大

家一起来动动”等游戏互动，拉近

了长者之间的距离。

当天，银河社区幸福院的揭

牌活动也同样热闹。幸福院的爱

心厨房笑声阵阵，“红红火火、大

吉大利、花开富贵、丁财两旺。”志

愿者一边念着吉祥语，一边执行

着开炉灶、炒爆米花、煮汤圆等传

统习俗，寓意着祈愿五谷丰登、团

团圆圆等美好愿望。

随后，由银河社区居委会主

办、丹灶社联承办的“煎堆碌碌·

金银满屋”煎堆烹饪比赛在幸福

院大堂举办。比赛现场，选手们

各显其能，现场香甜四溢。居民

芬姐巧妙地将面团搓揉成圆滚滚

的球状，放入油锅内，边炸边按压

确保煎堆能膨胀成圆球状，“煎堆

要圆滚滚的才好看，才能保证形

圆硬脆，食之香糯甜美。”芬姐

说。参赛选手们表示，希望日后

社区和幸福院多举办这些活动。

丹灶镇公共服务办副主任黄

翠琼表示，希望银河社区幸福院

为社区长者提供更多元化、专业

的养老服务，让长者们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老有所依。

联沙社区幸福院和银河社区

幸福院的揭牌，进一步完善了丹

灶镇养老服务体系。接下来，两

大社区幸福院将开展更丰富多

彩的活动，提升社区长者的幸福

指数，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多姿

多彩。

丹灶新增两家社区幸福院
联沙社区幸福院与银河社区幸福院揭牌投用

西樵镇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强化服务帮扶彰显工会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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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区惠颜）昨日上午，西樵

司法所新址举行揭牌仪式。

设备齐全的办公区、庄严

的社矫宣告室、贴心的心理咨

询室……西樵司法所新址位于

登山大道原西樵镇行政服务中

心，建筑面积650平方米，分

设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社区

矫正分中心、调解中心，功能区

分明显，服务区域更宽敞。

“新址软硬件配置更加齐

全，相信西樵司法所能更好地

推进依法治镇、法律援助、普法

调解等职能工作。”南海区司法

局局长唐建强表示，西樵司法

所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强

大局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紧

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认

真履行好服务和保障职责。

据了解，2020年，西樵司

法所以“一所一品牌”建设为

目标，不断夯实镇村（社区）两

级公共法律服务，完善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工作机制，积极发挥司法

行政职能作用，推动基层治理

法治化。全年共开展纠纷排查

活动979次，调处各类民间纠

纷336件，调解成功330件，

成功调解率为98.2%。

接下来，西樵司法所将继续

统筹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深

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全面细化

社区矫正管理，加强安置帮教教

育帮扶等，打响“一所一品牌”，

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西樵镇党委副书记陈俊

勋、西樵司法所所长卢冬云等

参加揭牌仪式。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

强通讯员/李炳龙）近日，九江

交警中队联合镇交通运输部

门，深入辖区运输企业开展安

全大检查和交通安全宣讲活

动，督促企业抓实安全管理、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当日上午，检查组分别来

到颖骏达、凯运达、日佳等3
家物流运输公司，对企业近段

时间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检

查和复查。检查组查阅了这

些公司的安全管理制度、应急

处理方案、安全例会记录、从

业人员安全培训记录、车辆技

术管理档案、GPS监控检查登

记台账等资料，详细了解公司

安全生产责任、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等落实情况。

当日下午，九江交警中队

民警还在九江钢铁市场开展

交通安全宣讲活动，约20家

仓储物流企业负责人参加。

活动中，民警首先播放

了交通安全警示片，随后通

报了近期辖区涉大型货车交

通事故典型案例和交通安全

形势，并着重分析了大型货

车发生交通事故的特点和原

因，提醒企业负责人一定要

重视日常安全管理，特别是

加强车辆运输过程中的动态

管理、强化企业员工的安全

培训、教育员工在运输过程

中要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和遵

章守法意识。

九江交警中队有关负责

人表示，正值岁末年初，九江

交警将常态化、全覆盖地开展

安全大检查和宣传教育活动，

狠抓源头管理，同时加大路面

执勤执法力度，力促运输企业

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和安全主

体责任，确保交通安全。

西樵司法所新址揭牌

九江深入运输企业开展安全大检查

狠抓源头管理
确保运输安全

走进西樵七星村，村道两旁

栽满榕树，清澈的溪流在村中潺

潺而过，孩童在道路旁嬉戏打闹，

老人在村心公园纳凉聊天，一派

怡然自得的景象。

七星村是佛山“美丽家园”行

动中，西樵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示

范片的核心区之一，也是国家农

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村居。近

年来，七星村开展包括下辖自然

村凤台村的村容村貌改造提升工

程、基耕路硬底化工程、文体设施

场所提升工程、视频工程等项目，

累计投入农综改专项资金1000
多万元。

同样作为西樵农村综合改革

试点示范片核心区的儒溪村，投

入约2000万元资金开展机耕路

改造、公园建设、村容村貌改造提

升、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等项目，持

续提升人居环境。

近年来，西樵镇坚持先行先

试、示范带动，全力推进“百里芳

华”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聚焦城

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工

作，大手笔投入，高质量建设，选

取环西樵山10个村（社区）作为

城乡融合发展示范片区，以山南

万亩桑基鱼塘为核心创建国家生

态公园。

在“点-片-面”形式带动下，

不仅使西樵的乡村振兴工作有章

可循，也为西樵响应佛山规划、打

造“百里芳华”乡村振兴示范带打

下良好基础。

西樵镇乡村振兴办有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推进环西

樵山乡村振兴连片示范区、百里

芳华（西樵段）及西樵镇山南六村

乡村振兴连片示范区建设，加强

部门间沟通合作，积极配合做好

示范区方案规划，加快推进百里

芳华（西樵段）内项目建设以及环

西樵山片区综合整治工作，争取

2021年上半年初见成效。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婷

党群合力整治环境村居实现“大变身”
西樵推进“百里芳华”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四五年前的儒溪村，用平淡无

奇来形容并不为过。作为纯农业

村，儒溪村虽然没有受到工业化带

来的环境污染，但也存在村容村貌

欠佳、环境脏乱、街头巷尾有不少

卫生黑点等问题。

“以槎谭经济社为例，2019
年10月之前，槎谭大街小巷垃圾

堆积，一个仅有220人的小村庄，

我们就拍到130多个严重卫生黑

点。”儒溪村党委书记陈旺弟说。

儒溪村内的新三经济社也是

如此。该经济社曾经有一堆堆木

柴堆放在屋外的空地、斜街窄巷的

转角处，甚至是村旁的河涌边，日

积月累，成了孳生虫患的垃圾堆。

但如今，这些景象几乎已不复

存在。西樵各村居通过人居环境

整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实现乡村振兴，第一步就是

让生态环境变美。2018年起，西

樵镇实施“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

启动对村居的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各村居根据环境考评标准，自

查自评，积极开展村内卫生保洁。

全面推进村（居）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积极推进西樵镇农村保洁第三

方外包服务，目前已有13个村（居）

签约大市政服务，7个村（居）签约

小市政服务，已有17个村（居）制定

并通过了长效管理的《卫生公约》。

此外，西樵还加快田间看护房

整治、“厕所革命”等项目建设。据

悉，西樵镇田间看护房共有4162
间，已通过新建、清拆、遮挡等方式

完成整治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不仅是一场

环境的整治，也是一场“人心的整

治”。西樵镇乡村振兴办有关负责

人介绍，该镇借助村党委、经济社

党组织、村民党小组的“三级党建

网格”工作机制，挥动“三板斧”推

动人居环境的整治，即发动村民组

成清理队，发动党员、经济社长、社

委、代表和妇委等基层骨干，广泛

宣传让群众主动参与。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助力村居换新颜 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西樵儒溪村经过人居环境整治后，“颜值”实现大提升。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摄

走进南海西樵大同村，一派宁静秀丽的乡
村景色，让人流连忘返。该村作为佛山“百里
芳华”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西樵农村综合改革
试点示范片核心区之一，通过持续提升人居环
境、挖掘村居文化底蕴、保护活化古村古建，成
为佛山持续落实“美丽家园”行动的最新写照。

变化，是西樵村居近年发展的关键词。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百里芳华”乡村振兴示范
带项目建设、南海创建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等春风吹来，西樵村居实现翻天
覆地的变化：岭南水乡田园风光惹人流连，村
民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