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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要，不外出！
党员干部带头
留在本地过年

尊敬的市民朋友们：

当前，境外新冠肺炎疫情仍

在不断蔓延，国内多地出现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

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有效降低因人

员流动、聚集带来的疫情传播风

险，让全区人民度过健康、欢乐、

祥和的假期，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办特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

倡议：

一、非必要、不外出。请在南

海经商、就业、求学、居住的人员

尽量选择在本地过年，非必要不

出行，非必要不出境。如确需返

乡或外出，请选择错峰出行，避免

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出行期间全

程佩戴口罩，切实做好个人防

护。党员干部要带头留在南海过

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降低

感染风险。

二、少聚集、多防护。尽量不

举办、不参加大型团拜、年终集会

等人员聚集性活动，前往人员密

集和通风不良场所时要规范佩戴

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企事

业单位举办50人以上聚集活动要

有完整的防控方案，家庭及私人

聚餐等活动最好控制在 10 人以

下。倡导健康餐饮生活方式，就

餐时使用公筷公勺，合理控制聚

餐聚会时长，对公共用品做好清

洁消毒，保持环境整洁。

三、有风险、即告知。请广大

市民朋友继续保持戴口罩、勤洗

手、多通风、少聚集、一米线等良

好卫生习惯，并密切关注个人和

家人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发

热、咳嗽等症状，应立即到就近

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医，尽量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及时

如实告知医务人员个人旅居史、

活动史和接触史。坚决不与境

外及中、高风险地区抵返人员密

切接触，发现未经核酸检测的上

述人员要主动向所在社区或单位

报告。

广大市民朋友们，疫情并未

结束，抗疫仍在继续。让我们始

终保持高度警惕，从自身做起，从

点滴做起，做健康南海的建设者、

健康生活的践行者、健康理念的

传播者，保护自己、呵护家人，筑

牢防控堡垒，为夺取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最终胜利携手努力！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恭

祝广大市民朋友新年快乐、身体

健康、阖家幸福！

佛山市南海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争做学习达人 建设有为之乡
丹灶镇举行“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表彰大会，表彰一批优秀集体、个人

南海抗疫倡议

倡
议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

从实践起步。1月 7日上

午，“争做学习达人·建设有

为之乡”2020年丹灶镇“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表彰大

会，在镇委党校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举行，对镇内“优秀

学习组织”“优秀学习管理

员”“优秀通讯员”“飞跃之

星”“学习之星”等一批优秀

集体及个人进行表彰。

丹灶镇党委书记张应

统、丹灶镇党委副书记区文

满、丹灶镇党委委员付丽芳

出席会议。

表彰一批先进个人集体
表彰先进促进步，营

造浓郁学习氛围。当天，

主办方对10个“优秀学习

组织”、10名“优秀学习管

理员”、12 名“优秀通讯

员”、20名“飞跃之星”以

及20名“学习之星”进行

表彰，营造“比学赶帮超”

的学习氛围。

“ 今 天 ，你 学 习 了

么？”现场，主办方邀请多

位受表彰的“学习达人”

登台亮相，分享学习心

得。“飞跃之星”获奖代

表、银河社区党委书记杜

加辉表示，自己每天都会

利用早晚碎片时间，在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充

电”，“通过平台能了解到

最新政策类资讯、国家大

小事和正能量事件，对党

员个人修养、能力提升都

有较大帮助。”

良好的学习氛围，离

不开优秀管理员的竭力

组织。“优秀管理员”获奖

代表、丹灶镇初级中学副

校长黄爱珉表示，学校也

会经常举行用好用活“学

习强国”平台交流会，学

习平台的丰富资源能为

教育工作更好开展提供

源源不竭的动力，也是广

大教育工作者的知识源

泉。

“未来积极推动各级

各单位，将登上‘学习强

国’作为展示形象和宣传

正能量的主阵地，充分利

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传递丹灶好声音，展现丹

灶好形象，让其成为传播

丹灶镇高质量全面发展

的重要窗口。”付丽芳对

丹灶2020年“学习强国”

使用推广情况进行回顾，

同时介绍了2021年“学习

强国”学用推广计划。

她表示，接下来将重

点向镇内流动党员、共青

团员、村（社区）居民、企

业职工、学生家长等群体

推广“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努力做到覆盖“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同时开

展各类“学习强国”进景

区、进书店等交流、竞赛

活动，让“学习强国”成为

党员干部群众的“指尖加

油站”。

助力丹灶
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丹灶镇按照“党员

干部应进尽进、广大群众能入

就入”的原则，在现有镇、村（社

区）、经济社三级单位党员干

部、医护人员、中小学教师、镇

属公司职工、“两新”组织等群

体基础上进行延伸，进一步提

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覆盖

面和活跃度。

2020年，丹灶镇的辛勤付

出和创新有为的身影频频荣登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全面展

示美丽中国建设在丹灶实践的

丰硕成果。新的一年，丹灶将

继续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

广使用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进行部署推动，让“学习强

国”成为丹灶党员干部群众随

时学习、实时应用的“掌中宝”

和“资料库”，同时将继续创作

更多优秀作品，多角度、全方位

生动展现出产业兴、环境美、百

姓富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动人景象，传递有为声音，讲好

丹灶故事。

“争做学习达人，建设有为

之乡，共同为建设高质量全面

发展标杆镇而努力。”张应统对

受表彰的“学习达人”给予高度

赞赏，希望接下来有更多党员

群众主动投身学习行列，共同

用好用活“学习强国”平台。他

表示，希望未来能借助“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将丹灶各类优秀

经验做法、工作成果进行推广

展示，同时也希望“学习达人”

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营造

“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真

正做到学以致用，为工作、生活

提供科学指导。

丹灶镇学习强国学习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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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佛山市南海丹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中共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灶中心小学支部委员会

中共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机关第八支部委员会

中共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机关第六支部委员会

中共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仙湖管理处委员会

中共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机关第二支部委员会

中共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灶社区委员会

中共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新安社区委员会

中共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下安村委员会

■丹灶镇

学习强国

“飞跃之

星”接受

表彰。

■受表彰的“学习达人”分享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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