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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崇剑等走进桂城大圩社区代表联络站接待群众

联络站架起代表与群众
“连心桥”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 通讯
员/黄毅雄）7 月 19 日，
南海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赵崇剑以市、区人大
代表身份走进桂城大圩社区代表
联络站接待群众，听民声，解难
题，并与联络站其他人大代表座
谈交流。赵崇剑表示，要将全区
285 个人大代表联络站打造成为
联络群众的桥梁纽带和传递党的
好声音的平台。
“我们小区北门有块绿化地，
现在就是‘三不管’区域，变成垃
圾死角；小区旁的路也因为旁边
工地的泥头车频繁出入，被压坏
了，
成了小区居民的
‘心病’
。
”
当天
上午，家住桂城御水岸的居民叶
标等 3 人来到代表联络站，
向人大
代表们道出了他们的烦恼。
人大代表们了解到，绿化公
园成
“三不管”
区域是因为该地块
的市政绿化管养权限未理顺，道
路缺乏养护是因市政部门未接管
该路段。区人大代表、桂城街道
人大工委主任李棣发现场回应，
会联系水利、市政等部门落实权
属管养，督促相关部门解决该小
区居民的
“心病”
。
大圩社区江一片区有大型树
木存在安全隐患问题；江右片区
车辆乱停放问题突出，存在一定

■赵崇剑等人大代表驻站联系群众。
消防安全和交通安全隐患……当
天上午，大圩社区居民梁煊和李
雁嫦也向人大代表们反映了他们
的诉求。

针对两人反映的问题，人大
代表们作了积极回应。赵崇剑
表示，台风季到来，居民对大型
树木安全隐患问题的担忧不无

（通讯员供图）
道理，建议社区先做好临时加固
工 作 ，再 细 致 跟 进 后 续 处 理 工
作。停车难问题是民生大事，赵
崇剑要求，桂城一定要做好调查

摸底，做好规划，加强管理，想尽
办法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区人
大代表、桂城大圩社区党委书记
黄铭津表示，他会在充分摸清社
区情况后制定一个合理的解决
方案。
在送走群众后，赵崇剑还与
联络站其他人大代表座谈交
流。
“ 群众提的都是民生问题，看
似 是 小 事 ，但 实 际 都 是 民 生 大
事，我们要了解清楚问题原因，
尽早尽快解决。”他表示，要关注
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形成
意见建议向政府部门反映，推动
问题解决。
本次人大代表进驻联络站活
动是南海区“更好发挥人大代表
作用”主题活动的内容之一。赵
崇剑表示，全区 285 个人大代表
联 络 站 是 人 大 代 表 履 职 的“ 舞
台”，要利用好这个阵地，包括大
圩社区在内，要结合“一站一特
色”
创建活动，不断丰富代表进驻
联络站的活动形式和内容，将人
大代表联络站打造成为联络群众
的桥梁纽带，听民声，集民智，同
时也要将其打造成为传递党的好
声音的平台，成为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宣传南海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平台。

第五届南港青年交流营组织近 200 名青年走读南海

扒龙舟学咏春 感受南海发展魅力

珠 江 时 报 讯（记 者/戴 欢 婷
刘贝娜 通讯员/张显雄 詹雄风）
昨日，为期三天的第五届南港青
年交流营活动在桂城中学闭营，
近 200 名香港和南海青年，通过
共同扒龙舟、学咏春拳、参观高
科技企业，感受南海科技、文化
的发展。
南港青年交流营活动至今已
是第五届。本届交流营活动以
“乘势大湾区，南港同心行”为主
题，组织青年参观维尚家具、广工
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广
东金融高新区、珠三角工匠精神
展示馆等，了解南海的经济发展
成果；
体验咏春拳、藤编、划龙舟，
走读南海的历史底蕴和传统文
化，让南海和香港青年感受家乡
建设新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潜力，促进两地青年关注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
第一次参加交流营活动的香
港学生代表汤坚信直言，参观维

尚家具和广工大研究院，让他见
识到强大的云技术和本地大学生
的研究成果，非常佩服，
“ 到龙狮
训练基地参观，看表演的同时，我
还跟着师傅学咏春拳，
很实用。
”
参与本次交流营的桂城中学
学生代表原子欣说，通过这三天
的活动，她感受到南海和香港学
生的拼搏进取和通力合作精神，
尤其是共同探讨课题时，香港学
生的热情、对社会热点的关注，让
她十分难忘，
“这次活动为南海和
香港青年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
开阔我们的眼界。作为高中生的
我们，要努力学习知识与技能，为
未来奋斗。
”
香港九龙地域杰出学生联
会董事会主席郭文坤表示，希望
通过组织交流和学习活动，鼓励
香港青年关心社会资源，多认识
祖国。
第十一届香港九龙地域杰出
学生选举召集人甘艳梅表示，感

谢南海一直以来积极组织香港青
年到南海参观学习，这是南港两
地青年难得且珍贵的交流机会。
香港佛山社区总主席、香港
南海同乡总会理事长、香港九龙
地域杰出学生联会首席会长邓祐
才寄语南港两地青年，要珍惜此
次交流活动，加强对祖国家乡的
认识和了解，紧抓发展机遇成就
美好未来。
南海区作为广佛同城的前沿
阵地和核心区域，与香港地缘相
近、血缘相亲、文缘相连、商缘相
生，创新创业氛围浓厚，产业结构
相似。同时，香港和南海同是粤
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海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区台港澳事务局局长陈慧表示，
南
海正大力建设港澳台及海外留学
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未来，大
湾区将是大家施展才华的舞台，
希
望各位青年继续关注、支持、参与
家乡南海建设和发展，
在南海这片

■南海香港两地青年体验扒龙舟。
创业热土上成就梦想。
值得一提的是，南海与香港
签署《南港教育项目合作协议》，
围绕学校团体活动（春秋游）、实

（通讯员供图）
践活动（亲子活动、夏令营、冬令
营）、拓展训练、教育交流、专题评
审等活动进行合作，共同推动粤
港青年交流。

大城工匠手把手教孩子玩藤编

珠江时报

在大讲堂上，梁灿尧结合自
身创业故事，分享了南海藤编的
发展历史，以及他对工匠精神的
理解。
“ 工匠首先要对自己从事
的工作认真负责，对工艺要精益
求精、尽善尽美，要努力为自己
的梦想付出，吃苦耐劳，才能坚
韧守业。”梁灿尧经历过藤业最
辉煌的时期，也见证了藤编行业
式微，但他始终坚持做高质量的
产品，创新融合，让藤编能够继
续发光发热。
为了让“听课”的亲子家庭切
身体会南海藤编的魅力，现场，梁
灿尧还邀请多位小朋友上台，手
把手指导他们编织属于自己的藤
编作品。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不仅能
让孩子了解中国的传统技艺，
还能
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电子版：www.nanhaitoday.com

听说有南海藤编大师现场
“授课”
，
刚从美国休假回国的李小姐带上9
岁的女儿报名参加了活动，
现场她
的女儿就体验了一番藤编技艺。
大讲堂活动后，各亲子家庭
还一起参观珠三角工匠精神展示
馆，感受珠三角百年来工业文明
发展的成就，学习工匠先辈们不
怕艰辛、
奋勇争先的精神。
据了解，
珠三角工匠精神大讲
堂及微课堂系列巡讲活动由南海
区政府主办，
旨在充分发挥南海大
城工匠的示范作用，
强化工匠精神
宣传教育，
在社会形成弘扬与践行
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良好氛围。
系列巡讲活动共安排 8 场，
本场活
动为第 4 站。接下来，
活动还将邀
请不同领域的大城工匠走进南海
的企业、
社区、
学校等，
与广大市民
进行面对面交流互动。

狮山镇妇女第四次
代表大会召开

珠江时报讯（记者/金晓青 实习
生/原诗杰 通讯员/张洁）近日，
狮山镇
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来自全镇
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 140 名妇女代
表参加。
当日，
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狮
山镇妇联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新一届
领导班子。余元蕙当选为新一届狮山
镇妇联主席，白俊妍当选为新一届狮
山镇妇联专职副主席，邓淑怡、叶秀
媚 、李雪筠、杨宝玲当选为新一届狮
山镇妇联兼职副主席。
当日，狮山镇委委员余元蕙向大
会作了狮山镇妇联第三届执委会工作
报告。报告指出，
五年多来，
全镇各级
妇女组织充分发挥妇联组织优势和桥
梁纽带作用，
凝心聚力团结群众，
积极
参与基层治理，
扎实工作，
打造特色品
牌服务，为狮山稳定和谐发展作出了
积极的贡献。
在非户籍人口融入方面，狮山镇
妇联通过“融爱家园”积极探索党建
引领下由妇联牵头、妇女骨干动员、
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的模式，助力新市
民家庭融入；利用小候鸟驿站“三社
一园”联动机制、安全大篷车儿童戏
剧巡演活动，为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提
供专业服务，营造安全共融社区；开
展“大榕树”共融成长项目，以“妇女
之家”和园区企业为阵地，围绕生命
教育、家庭教育、社会融入开展多维
度的服务。
南海区妇联主席张敏对狮山镇
妇联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称狮山镇
成立了南海区首个
“融慧”
巾帼创业创
新基地，成立了区内首个创业园区妇
联，对南海妇女“双创”工作起到很好
的示范带头作用。五年多来，狮山镇
妇女工作成绩优秀，共有 1 人获全国
“三八”
红旗手称号，
1 人获得全国
“巾
帼建功”标兵称号，还有 1 个省级“示
范性妇女之家”、6 个市级“示范性家
长”
学校，
为全区妇联工作积累了好的
经验，
“希望狮山镇再接再厉，团结带
领广大妇女，为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新南海作出积极贡献。
”

桂城举行食品安全
宣传周活动

珠三角工匠精神大讲堂第四站开讲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娜 摄
影报道）一根细藤，
一双巧手，
编织
美丽人生。7 月 20 日上午，珠三
角工匠精神大讲堂及微课堂系列
巡讲活动在珠三角工匠精神展示
馆举行，南海大城工匠、南海藤编
传承人梁灿尧与 50 个亲子家庭分
享南海藤编的
“威水史”
，
并手把手
传授藤编技艺。
作为广东省非遗项目南海藤
编（大沥）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今
年 59 岁的梁灿尧从事藤艺创作
超过 40 年，他所设计的产品全部
通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
获 得 200 多 款 外 观 设 计 专 利 证
书。为传扬南海藤编技艺，作为
南海首届大城工匠之一，他身体
力行，自费筹建南海藤编（大沥）
传习所及展览馆，助推藤编进校
园，
守望藤编技艺。

今日南海官方微信

■南海藤编传承人梁灿尧向孩子们传授藤编技艺。

珠江时报讯（记者/肖莎莎 通讯
员/梁燕萍 吴丽雪）昨日下午，桂城食
安办在万达广场举行食品安全宣传
周科普宣传活动，全面总结了桂城食
品安全工作亮点，并为九个社区授予
“食品安全示范社区”
称号。
“食品添加剂，规范适量要注意，
许可证件要亮起，无证摊贩请远离
……不放弃，
燃烧我的执行力！
”
现场，
一首歌曲《食品保卫战》点燃全场气
氛。据介绍，这首歌曲是桂城食药监
分局的工作人员结合工作实际，经过
千雕万琢改编出来的，歌词包含了倡
导健康生活、
食品安全科普知识、
食品
监管护航等多方面内容，
信息量大、
科
普性强，而曲调则基于大家耳熟能详
的《卡路里》进行改编，展现桂城食品
监管人员的风采。
随后，市民还与工作人员一起参
与有奖问答，并体验了一把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
“ 原来食品添加剂也不是
完全有害的，水果蔬菜的农药成分可
以快速检测出来，以后买水果蔬菜就
放心啦。”
市民曾小姐说，参加这样的
科普活动，她对食品安全有了更深的
认识。
近年来，桂城食安办通过积极探
索食品监管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
推动辖区食品安全整体水平不断提
升，建成了全市首个食品药品科普体
验馆和食品药品智能化指挥中心，也
开展了全市第一个家禽经营三分离
销售试点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接下来，桂城食安办还将通过举
办食品安全体验游活动，让科普课堂
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营造人人关
心、
支持、
参与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环
境和舆论氛围。
当天，桂城食安办还为桂城街道
东二社区、石 社区、大圩社区、尖东
社区、
灯湖社区、
桂雅社区、
叠北社区、
平北社区、万馨社区等九个社区授予
“食品安全示范社区”称号。万达广
场、
中海环宇城被授予
“阳光餐饮示范
广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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