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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勉学子新作为“道”赠家长教有方
黄志豪书记连续三年家访优秀高中毕业生，传递弘扬“崇文重教”社会风尚

7 月 25 日，烈日与风

雨切换登场，南海 8 名考上

北大、清华、港大的优秀高

中毕业生家里，却迎来了一

位特殊的道贺者——市委常

委、南海区委书记黄志豪。

每到一户学生家庭，黄

志豪都送上他手写的贺卡，

向学生赠送了“志”字，寄

语学生“立志报国、服务人

民”；向家长赠送了“道”字，

感谢家长“教导有方、爱之

有道”。

从 2016 年开始，黄志

豪已经连续三年家访南海优

秀 高 中 毕 业 生。 与 去 年 的

“勤”与“爱”组合，此次“志”

与“道”的寄语也回应三年

前首次登门家访时所提出的

主题：传承南海精神，才华

贡献社会，培育南海英才。

家访当天，黄志豪一行首先来
到学生冼仲恩的家里。“为什么你
读书成绩这么好？”“家长在教育
孩子方面有什么经验？”关于学霸
养成，是每个家长都十分关心的话
题。黄志豪在与学生、家长聊家常
之时，邀请他们分享经验、广而告之。

黄志豪认为，家长对孩子的教
育可用一个字来概括——“道”，
“道”是爱之有道、爱得有道。他
还表示，冼仲恩一家三口是南海好
家风的代表，“家风好了、社会才好。
感谢冼仲恩父母为南海、为社会培
养了新一代优秀人才。”同时，他
还向冼仲恩赠送了以“志”为主题
的手写贺卡，寄语学生“立志报国、
服务人民”。

勉励学子立志报效祖国

点赞南海好家风

弘扬“崇文重教”社会风尚

每年教育投入维持 40 亿以上

家访学生唐嘉峻期间，唐嘉峻的
父亲热情地向黄志豪分享了子女教
育经。在他看来，除了要求孩子德智
体全面发展以外，最重要的在于选择
了南海，让孩子到南海接受教育。

“嘉峻的爸爸妈妈是现代的‘孟

母三迁’。”黄志豪说，他们的“三迁”
不是为了方便自己而迁，而是为子女
未来创造好环境而迁，这种为子女的
美好未来愿意付出值得大家学习。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一定要
抓当前谋长远，抓当前就是做好当前各

项工作，谋长远就是抓好教育和人才。”
黄志豪表示，南海在加大教育投入的
同时，还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社会氛围，“也希望优秀学子传承南
海精神、才华贡献社会、立下远大理想
志向，未来中国才更有竞争力。”

书记连续三年家访行动的背后，
是千年古郡对崇文尚教之风的初心
传承，是工业大区对“求才若渴”和“重
学兴教”的态度，更是南海在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的一次展现。

近现代以来，南海涌现了康有为、
陈启沅、詹天佑、黄飞鸿为代表的一
大批杰出人物；广东历代 9 名文状元，
南海就贡献了简文会、张镇孙、伦文
叙 3 名；此外，南海更是培育了 17

名南海籍中国两院院士。
崇 文 重 教 之 风， 薪 火 相 传 至

今，深厚的积淀是南海教育之根，
在南海千百年历史中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进入新时代，国家、地区之间的
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在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的历史机遇期，南海要建
设全球创客新都市，更离不开人才的
支撑，离不开教育的保障。

为此，南海历届党委政府都高度
重视教育工作。从 2015 年开始，每

年教育投入维持在 40 亿元以上。在
南海区委、区政府的推动下，2016 年，
南海企业界建立了南商教育基金，到
2017年，认捐金额已达到8266.6万元。
数千名师生获得奖励，在全社会掀起
崇文重教的热潮。南海对教育事业的
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南海教育再结硕果，果实将化为
种子，孕育出新的梦想。就如此次家
访中黄志豪所说：立宏志，不负新时
代，展现新作为、新担当。在南海这
片改革和育人的沃土上，成就梦想，
是对每个人的美好祝愿，也是南海区
委区政府不懈努力的方向。

南海部分
优秀高中毕业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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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桂城依云天汇，石

门中学毕业，高考总分

650 分，被香港大学经

济金融学专业录取。

家住桂城万达华府，石门

中学毕业，高考总分680

分，被清华大学环境、化

工与新材料类专业录取。

家住大沥合生君景湾小区，

石门中学毕业，全省前10

名，成绩被屏蔽，被清华

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

家住里水镇里水村大庙坊，

石门中学毕业，参加香

港高考，高考总分 614

分，被香港大学预录取。

家住大沥万科金域华庭，

石门中学毕业，高考总

分 686 分，被清华大学

电子信息专业录取。

家住大沥江夏村博美铝

材五金城，石门中学毕

业，全省前 10 名，成

绩被屏蔽，被清华大学

计算机类专业录取。

家住狮山罗村乐安社区，

石门中学毕业，高考总分

686分，被清华大学机械、

航空与动力类专业录取。

家住黄岐瑞丽花园，石门

中学毕业，高考成绩621分，

由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获

降一本线录取资格，被北

京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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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经济带
7 月 5 日至 6 日，泛珠区域高

铁经济带建设工作现场会暨第四届
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联席会议在
南海举行，大会主题为“携手合作，
推动乡村振兴”。三省（区 )13 市
（州）签署了《粤桂黔高铁经济带
乡村振兴共同行动倡议》，并签署
了一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项目。大
会安排了粤桂黔高铁经济带民间投
资与文旅展、高铁助推乡村振兴研
讨会和行业产业对接会。 食品药品安全

7 月 26 日，南海区召开 2018
年食品药品安全百日行动动员部署
大会，重点打击无证餐饮（生产经
营）违法行为，整个行动将持续至
10 月底。

环保
7 月 6日，南海区召开环境质

量提升整治会议，强调今年各部门、
各镇街要集中攻坚治气、治水和打
击固废违法处理行为三大核心任务。

扫黑除恶
7 月 9 日，南海召开全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要求各
部门、各镇街要高度重视，全面主
动排查，集中力量打击，层级压实
扫黑除恶工作责任。

凉山扶贫
7月 17日至 20日，市委常委、

南海区委书记黄志豪带领南海党政
企代表团赴四川省凉山州开展扶贫
协作工作调研，先后走访了喜德、
越西、甘洛三个县调研住房建设、
产业发展等情况，并走进贫困户家
中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

安全生产
7 月 27 日，南海区召开第三

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工作
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积极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进一
步落实安全隐患查治和风险管控措
施，防范事故发生。 

家庭药师
南海区 15 家公立医院和 1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在未来 3 个
月内全面搭建智能化工作平台，实
现家庭药师服务一体化、信息化、
智能化，市民可以通过 APP 进行在
线用药咨询，并享受服药提醒、用
药教育等服务。

双创

7月 26日，桂城国际双创园开
园，将打造成专业科技创新创业孵化
器和服务平台集聚区，创客邦、北方
车辆研究所军民融合产业创新平台、
英国阿斯顿大学中英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等一批重量级项目签约进驻。

新作为

7 月 1 日下午，南海区委召开
党员“新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汇
报会。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黄
志豪出席并以“把握大机遇，学习
好榜样，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
为”为题，给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
动的党课。来自各领域各行业表现
突出的党组织和党员代表，围绕“新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作主题汇报。

游泳

7月，广东省教育厅发出通知，
各地要以中考体育为契机，把游泳作
为中考体育必考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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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药
从 7 月 1 日起，市民需使用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目录中的曲妥珠
单抗、贝伐珠单抗等 15 种药物，
满足条件并在指定药店购买上述药
品，发生的药品费用按照佛山市基
本医保的相关政策进行报销。

共有产权住房
7 月，《佛山市开展共有产

权住房政策探索试点工作方案（征
求意见稿）》公布。承购人将可
在个人出资不低于60%的条件下，
自行选择出资份额，形成共有产
权住房。 

公共文化服务
7 月 24 日，佛山高新区智能

文化家开馆，维尚家具、雪莱特光
电等首批11家企业文化家园示范点
获授牌，标志着佛高区构建“1+4+N”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迈出坚实的一
步，20万产业工人近距离即可享受
智能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租房合同备案
《佛山市房屋租赁合同备案规

则》(试行)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
有效期为 2年。根据《规则》，佛
山市住建管理局建立佛山房屋租赁
交易监管服务平台，并推行房屋租
赁合同网签备案，为社会公众、住
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等提
供房屋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等服务。
《规则》对房屋租赁主体、租赁房
屋的真实性验证都作出详细规定。

不动产登记
从 6 月 11 日起，对于南海

区 2013 年 7 月 15 日后办理网签
的一手商品房，可在全区任一镇
（街）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
窗口申请办理新购商品房转移登
记业务。

社保
7 月起，佛山对企业职工社会

保险缴费基数调整，每月社保缴费
金额也将随之调整。其中，养老保
险方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缴费工资下限按 3100元调整，上限
按 20004 元调整，即不高于省在岗
职工月平均工资 6668 元的 300%。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程虹 李华  周钊泷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刘永亮

■黄志豪家访优秀高中毕业生张鹏义，向其送上祝贺卡。  珠江时报记者 /方智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