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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召开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工作推进会

党建引领 攻坚克难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珠 江 时 报 讯（通 讯 员/路 骏
高政治站位，强化区镇联动、镇
峰 记者/李华）昨日，南海区召开
村联动、部门联动，充分发动群
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众，深入推进信访维稳、安全生
理格局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 产、环境保护、
“ 两违”查治等重
南海区委书记黄志豪强调，要深
要工作。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关于信访维稳工作，会议强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
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
要讲话精神，围绕营造共建共治
神、省委书记李希在佛山调研时
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目标，切实
的讲话精神和市委书记鲁毅督
将信访维稳工作与改革创新、扫
导调研南海时的讲话精神，强化
黑除恶、环保整治、安全整治、
“两
党建引领，全力营造共建共治共
违”查治、村级工业园整治、民生
享社会治理格局，为广东、佛山
实事相结合，提高各级党组织统
建设最安全稳定、最公平正义、 揽 全 局 、协 调 各 方 的 能 力 和 成
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作出南海
效。要构建新时代党建引领的新
应有的贡献。
格局，落实好属地责任、主管责
会议指出，
《习近平谈治国理
任、带头责任、示范责任；要加强
政》第二卷是深入学习掌握习近
宣传引导，让党委政府的声音到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达每一家企业、每一个经营户、每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权威读本， 一个家庭、每一个角落，营造积极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
的舆论氛围。
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的
关于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部署要求，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 “两违”查治等工作，会议提出了
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四 点 意 见 ，首 先 要 提 高 思 想 认
会议要求，全区各镇街、各部
识，充分认识当前的形势，深入
门要以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
剖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
社会治理格局为指引，进一步提
提高工作的紧迫感，强化责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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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一鼓作气推进工作，全面提
高成效；其次，要完善联动机制，
既要强调镇街的属地监管责任、
部门的行业主管责任，也要强调
部门联动、上下联动，进一步完
善联合执法机制，形成齐抓共管
的良好态势；再次，要突破工作
重点，集中力量对重点问题、重

点领域进行整治，巩固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整治成果，加快广佛
界河治理和截污管网建设，切实
杜绝新增“两违”现象；最后，还
要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的
领导核心作用，充分依靠群众、
发动群众、凝聚群众、引导群众，
共同推动各项整治工作，实现党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建引领一呼百应。
会议最后号召，全区上下要
传承品质、成就品牌，扎实工作、
攻坚克难，进一步巩固党建引领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为
广东、佛山建设最安全稳定、最公
平正义、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作
出南海应有的贡献。

2018 年度议案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会议召开

今年 202 件议案建议和提案多涉民生
珠江时报讯（记者/冯上斌 苏
人大代表反馈意见满意率
绮玲 通讯员/徐琨）昨日，
区人大、 86.3%，基本满意率 13.7%，议案
区政府、区政协召开 2018 年度议
建议办结率为 60.8%；政协委员
案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会议。会
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的占
议强调，议案建议和提案凝结着
97.2%，
基本满意的占 2.8%，
提案
代表、委员们的智慧和群众的心
办结率95.8%。
声，
是群众的真实诉求，
各承办单
截至目前，南海区今年共须
位要不断提升办理质量，把群众
办 理 议 案 建 议 和 提 案 202 件 。
关心的民生问题作为办理重点， 其中，区人大议案建议共 45 件
不断提高议案建议和提案办结 （议案 8 件，建议 37 件），区政协
率，
确保办理实效。
提案 90 件。市人大议案建议共
区委常委潘永桐、区人大常
27 件，市政协提案 40 件。议案
委会副主任罗坚华、区政协副主
建议和提案反映了代表、委员和
席何熠钢出席会议。
群众对全区中心工作和社会民
会议首先通报了 2017 年人
生建设的高度关注。会议指出，
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情况
区政府高度重视，对办理工作予
及 2018 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
以认真研究梳理并确定主办单
提案基本情况。2017 年共答复
位、会办单位共 56 个，对今年议
议案建议和提案 193 件。其中， 案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进行了

专项部署。
总体上看，今年的议案建议
和提案接地气、含金量高。一是
关注度高，
涉及道路交通、学校建
设、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多个民
生领域；
二是综合性强，
办理难度
不小。比如在 8 件议案中，
有7件
涉及两个及以上承办单位，37 件
建议中，34 件涉及两个及以上承
办单位。
潘永桐指出,“ 要注重办理
质量，
议案提案办理功夫在
‘办’
，
而非简单地
‘答’
”
，
各承办单位要
主动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的沟通，
要变
“被动”
为
“主动”
，
把
办理议案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作
为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重要渠
道，
善于借势攻坚克难，
争取各方
面的支持，
推动疑难问题的解决，

将代表的议案建议和委员的提案
落到实处，力促办理质量实现新
进步。
近年来，各承办单位努力做
好议案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较
好完成了办理任务，解决了一批
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实际问题，
但也存在办结率与代表委员预期
仍有差距等难题。
会议指出，各承办单位要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切
实直面难题，解决代表委员及群
众所反映的问题，发挥议案建议
和提案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推动作用。对于涉及多个单
位的综合类议案建议和提案，要
加强协作、密切配合，互相支持
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办理
质量和效果。

数读
2017年共答复议案建议
和提案 193 件
其中，人大代表反馈意见
满意率 86.3% ，基本满
意率 13.7% ，议案建议
办结率为 60.8%；
政协委员对办理结果表示
满意的占 97.2% ，基本
满意的占 2.8% ，提案办
结率 95.8%。

南海电大更名为南海开放大学
南海开放大学揭牌，
助力南海高水平学习型社会建设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飘飘 通
讯员/陈建城）为适应新形势发展
需要，将南海开放教育的品牌做
优、做强，昨日，南海广播电视大
学更名为南海开放大学，并举行
揭牌仪式。副区长冼富兰表示，
南海开放大学的成立标志着南海
开放教育踏上了新的征途，将更
好地助力南海高水平学习型社会
建设。
办好开放大学是党中央、国
务院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
要举措，是搭建终身学习“立交
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有效
途径，也是实现广播电视大学转
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广东作为
全国首批试点探索建设开放大
学的省份之一，早在 2012 年经
教育部批准，将广东广播电视大
学更名为广东开放大学，同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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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开放大学揭牌。
快开放大学体系建设，助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教育强
省建设。
南海广播电视大学是全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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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县市级电大之一，成立于 1979
年，秉承
“为每一位学习者提供支
持服务”
的理念，在文化与技术培
训方面，
每年培训量达 2 万人次以

上；
作为南海社区学院，学校每年
统筹全区社区教育人才培训达到
100 万人次以上，
为南海的经济发
展和创建学习型城市作出了贡
献。同时，多次获得南海区教育
系统
“先进集体”
、
“广东省广播电
视大学系统示范学校”
“全国示范
性基层电大”
等各类荣誉。
在昨日的揭牌仪式上，南海
广播电视大学正式更名为南海
开放大学。
“ 南海开放大学的成
立，标志着南海开放教育踏上了
新的征途，将助力南海开放教育
品牌做优、做强，更好地助力南
海高水平学习型社会建设。”冼
富兰表示。
“开放大学教育体系强调的
形式和特质是开放，讲求有教无
类，要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
面素质，教育开放大学体系正好

能够承担其重任。”该校校长张
敏表示，国家现在的开放大学办
学定位是做好学历教育和社区
教育，我们在坚持原有的学历教
育之外，接下来将着力做好社区
教育工作，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学
习平台。
社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终身教育
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也是
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
南海区在推进社区教育工作方面
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已形成了
“一镇一品牌”格局，依托南海广
播电视大学，在区、镇、社区三级
建立了社区干部学院、社区学院
以及社区学院等教育机构组成的
社区教育联盟。在 2016 年，南海
区还荣获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称号。

南海区关爱妇女儿
童 大 联 盟 发 布 2018 年
项目服务计划

融合专业力量
夯实基层治理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丹媛 通讯
员/杜莉妮）昨日，南海区关爱妇女儿
童大联盟开展主题为“融合 汇智 共
享”的春茗活动，发布 2018 年项目服
务计划及《南海区妇联关爱妇女儿童
大联盟成员激励机制》
（讨论稿），
鼓励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基层治理。
活动现场，南海区妇联主任科员
吴少明分享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在思想和实践层面的方向和重
点。随后，
70 多个联盟的代表成员通
过
“世界咖啡”
这一创新形式开展头脑
风暴，
围绕
“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基层治
理”
“
、如何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
等主题建言献策。
本次活动发布了区关爱妇女儿
童大联盟 2018 年项目服务计划，为
联盟成员提供专业妇女儿童教育和
服务课程、讲师及相关资源，与相关
机构合作开展妇女儿童帮扶、发展、
维权等服务，构建妇女儿童支持性社
会网络。
活动还发布了《南海区妇联关爱
妇女儿童大联盟成员激励机制》
（讨
论稿），以“学分制”形式，对于积极参
加妇女儿童志愿活动、向区妇联提交
妇女儿童服务相关提案和总结、探索
建立南海妇女儿童服务经验和模式
的社会组织予以奖励，进一步完善全
区妇女儿童工作网络，推动妇女儿童
和家庭社会服务向更专业化和均等
化发展。
南海区妇联于2014年3月8日成
立了关爱妇女儿童大联盟，目前共有
70 多个联盟成员，通过“春茗、夏聚、
秋啖、冬论”等一系列特色活动，为社
会服务组织提供联络、管理、交流、培
训、展示和资源对接等服务。这一服
务南海 200 多个社区的大联盟，也成
为基层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邀你来讲述
大沥好故事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翠贞 通讯
员/关艳娟）你有好故事想讲述？你有
好剧本想展现？赶紧来参与。昨日，
“大沥好故事”
网络作品征集评选活动
及小品创作表演大赛启动，目前正面
向全镇居民征集相关作品。
本次大赛的主办单位为大沥镇
宣传文体办和大沥镇文明办。赛事
分为两项。第一项是网络作品征集
评选活动，面向全镇公开征集图片、
文章、视频三个类别，征集时间为即
日起到 7 月 15 日，
有意参赛的市民可
将 作 品 发 送 到 邮 箱 wmfs@citygf.
com。征集结束后，评审小组将对参
赛作品进行初评，入围作品将在网络
平台上进行展示及投票。网络票数
排名占终评成绩的 40%，
专家评审占
终评成绩的 60%，综合评出获奖作
品。主办方将在 9 月份对获奖作品
进行颁奖。
赛事的第二项是小品创作表演
大赛，主要由镇内 42 个社区参与，将
评出优秀剧本奖、优秀表演奖和最佳
网络人气奖若干名。8 月中下旬,主
办方将举行 4 场比赛晚会，同时评审
小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最后将举
行颁奖晚会，集中对优秀剧本、优秀
小品表演进行表彰。9 月至 12 月，各
社区将分别承办 1 场“大沥好故事”
小品专场巡演，把文艺活动送到市民
家门口。
主办方表示，此次大赛旨在深入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促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干群当中
“内化于心”
和“外化于行”
。对此，主
办方还给出了参赛的
“小贴士”
。参赛
者可创作准确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内涵的作品，
也可根据道德人物
的先进事迹进行创作，还可结合大沥
开展志愿服务的人、事、地，诠释“奉
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神。所
有获奖作品均可得到主办方颁发的证
书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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