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吴

玮琛 通讯员/林丽婷）4月23日

上午，“书香飘万家——颂百年

风华 传红色基因”2021佛山家

庭亲子阅读活动启动仪式暨“相

伴同悦读，共抒家国情”南海区

妇联亲子共读支持计划主题活

动在丹灶镇金宁社区活动中心

举行，活动现场还有“全国家庭

亲子阅读体验基地”揭牌仪式，

来自全市各区妇联近百名代表

参加。

启动年度家庭
亲子阅读活动

活动在丹灶镇最美家庭代

表王艳演唱的《天耀中华》中拉

开序幕。在一众领导嘉宾的见

证下，佛山市妇联启动“书香飘

万家——颂百年风华 传红色基

因”2021佛山家庭亲子阅读活

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全社会营造

爱党爱国爱家的良好氛围。

开卷有益，益己、益人、益民

族；读书有利，利民、利国、利天

下。启动仪式过后，还举行“少

年儿童心向党”红色书籍赠送仪

式，佛山市妇联寄望各区妇联组

织能引领广大家庭在经典的文

化中涤荡心灵、在厚重的历史中

磨砺意志，在温馨的亲子共读中

引领红色阅读风尚，推动红色基

因在亲子家庭中世代传承。

此外，南海区妇联积极实施

今年的“亲子共读支持计划”，

“‘童心向党’亲子诵读红色经典

视频征集大赛”也于当天启动。

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家庭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把家庭

建设成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坚强阵地，把儿童培养成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亲子阅读是指导家庭教育

的有效载体，也是弘扬家风的形

式，通过引导父母和孩子共同阅

读，发挥阅读在家庭教育中的重

要作用，传播家庭教育的科学理

念，弘扬家庭文明新风尚，进一

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

实到家庭。”佛山市妇联主席曾

颖表示，接下来各级妇联组织将

紧紧围绕建党一百周年的主题，

以读史、颂党、爱国为内容，开展

“推荐百部亲子阅读书目”“赠送

百本红色儿童图书”“开展千场

亲子阅读活动”等，共同讲好党

的故事，传播红色基因，让党史

学习作为工作重点，团结广大家

庭朗读百年党史故事，推动爱党

爱国爱家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探索特色亲子
共读推广机制

近年来，南海区妇联致力推

动家庭文明建设，在总结2019

年“亲子共读倡导计划”经验基

础上，2020年底启动“亲子共读

支持计划”，构建“南海区妇联统

筹、社工机构支持、镇街妇联组

织、社区妇联服务”的“四方联

动”机制，出台“亲子共读活动空

间”建设指引，凝聚各方力量推

动亲子共读，涵养好家教好家

风，促进美好家庭养成。

国字号“金字招牌”为社区

开展亲子共读“添动能”。2020

年，金宁社区家长学校被命名为

“全国家庭亲子阅读体验基地”，

是目前佛山市唯一、广东省3家

单位之一的全国家庭亲子阅读

体验基地。活动当天还迎来了

“全国家庭亲子阅读体验基地”

揭牌仪式，同时，丹灶镇金宁社

区“亲子共读活动空间”也投入

使用。金宁社区在区、镇、社区

三级资源联动下，打造了标准化

“亲子共读活动空间”，形成了扎

根社区、辐射楼盘，逐步深植家

庭的亲子共读社区推广模式。

丹灶镇妇联主席潘燕梅表

示，丹灶按照“一个统筹中心”

（成员由镇妇联、镇教育发展中

心、重点村居、各片区以及家促

会负责人组成）、“四大支撑板

块”（阵地共建、片区联动、队伍

培育、资源共享）、“三条推广路

径”（宣传推广、活动推广、选树

推广）的“143推进思路”，积极

对标区妇联的指引，希望年度实

现亲子共读村居全覆盖，探索形

成丹灶特色的推广机制，推动丹

灶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再上一

个新台阶。

“希望丹灶镇妇联能够以金

宁社区阵地为起点，充分发挥国

字号阵地的先行优势，在推进‘亲

子共读支持计划’上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南海区妇联主席张敏表

示，各镇街妇联充分发挥联动优

势，整合各方资源优势，持续深化

学习亲子共读推广模式，探索出

各具特色的亲子共读推进思路和

模式，打造亲子共读空间，并将党

史学习教育融入亲子共读之中，

动员广大群众、家庭共同参与到

亲子共读中，营造良好的社会主

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关注职业病防治
保护职工健康权
南海区职业健康示范工业

园区创建工作同步启动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

讯员/霍少雪）4月26日晚，2021年

佛山市《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暨

南海区职业健康示范工业园区创

建启动仪式在丹灶镇的南海国家

生态工业示范园举办。广东省职

业病防治院党委书记易学锋，佛山

市卫生健康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曾章康，南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冼

富兰，市职业病防治所所长陈松根

等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有趣好玩的

职业健康游园会及精彩纷呈的节目

表演，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为职工们

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提高职工自

我防护的意识和能力，切实保护职

工的职业健康权益。

情景舞蹈剧《凝聚》演绎了职工

朋友、职业卫生医师捍卫职业健康

的精气神；以今年《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主题“共创健康中国，共享职

业健康”为题的沙画表演，形象地展

示佛山市职业健康工作进展。随

后，园区代表、企业负责人、职工代

表上台共同宣读了《争当职业健康

达人倡议书》，“共创健康中国，共享

职业健康！”洪亮的声音响遍会场，

激励职工成为职业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也揭开了佛山市“争当职业健康

达人”活动的序幕。

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

吸引观众踊跃答题，进一步巩固职

业病防治知识。据了解，第19个全

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为4月25

日~5月1日，在此期间，市民可通过

“佛山职防”公众号参与“职业健康

达人打卡挑战杯”线上有奖活动，进

一步倡导和动员全社会共同关注劳

动者职业健康。

据悉，南海区职业健康示范工

业园区创建工作将开展职业健康规

范化管理试点工作（下称“试点工

作”），落实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

任，实现其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管理

机构运转有效、前期预防得到落实、

作业环境明显改善，进一步提高企

业和劳动者的防治水平和意识。试

点工作将通过集中治理、规范管理、

典型带动、辐射引领，总结推广职业

健康规范化管理试点工业园区先进

技术和典型经营做法，充分发挥典

型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南海区各工

业园及园区周边企业不断规范职业

健康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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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家庭亲子阅读体验基地揭牌
丹灶将发挥国字号阵地先行优势，探索特色亲子共读推广机制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阳通

讯员/张柏林黄剑塘）4月28日，

南海区召开2021年上半年村改

现场巡查暨2020年度村改表彰

大会。上午，南海区区长顾耀辉

带队到丹灶镇仙湖南部科创基

地的“沥边”地块改造项目进行

巡查。丹灶又一个产业发展协

调、特色企业集聚、城乡规划布

局合理、要素配置均衡、公共服

务均等的智能制造服务创新发

展高地正在加快建设。

丹灶加快村改步伐
为特色产业腾空间

11时30分，巡查组来到

丹灶镇仙湖南部科创基地的

“沥边”地块改造项目现场，挖

掘机、洒水车同时作业，大片低

端厂房应声倒下，拆除整改面

积约80亩，将由上市公司炬申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整合开

发，用于炬申金属上市后的业

务拓展。

丹灶镇镇长陆文勇向巡查

组介绍，丹灶镇仙湖南部科创基

地规划面积5000亩，东连城西

片区，西接南海丹灶新能源产业

园，北靠仙湖氢谷，未来将引入

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医疗器械、

智能装备运输等产业项目，打造

成为“两高四新”产业高地。

陆文勇介绍，丹灶镇村级

工业园升级改造采取大融合、

大谋划、大拆除、大招商相结

合，以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为

突破口，为丹灶高质量全面发

展腾出新空间，推动旧工业区

向科技园区转型，充实仙湖氢

谷、智能安全产业园，建设主

题产业园区，大力引入氢能

源、智能安全、先进装备制造、

生命电子等主导产业，以产业

升级带动园区建筑形态升级、

城市面貌升级，从根本上巩固

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效果。

建设特色主题园区
形成产业“矩阵效应”

2020 年，丹灶镇委镇政

府将村级工业园改造作为“头

号工程”，全镇共完成拆除整

理面积4502.59亩，其中工改

工类 2345 亩、复垦复绿类

996.49 亩 、工 改 其 他 类

1161.1 亩 ，累 计 已 完 成

5910.91 亩的拆除整理量。

未来三年，丹灶镇将加快村级

工业园改造步伐，全面完成拆

除整理任务4900亩，2023年

前低端村级工业园彻底退出

历史舞台的目标。

村改之路任重道远，思路

决定出路。丹灶镇党委书记张

应统制定出“连片改造、政府主

导、工改为主、协同推进”的村

改工作推进战略，加快村改步

伐，建设特色主题园区。丹灶

镇还采取“4+1”工作模式，成

立4个专职团队，实行“一个片

区、一套班子、一支队伍、一个

镇属公司、一抓到底”的工作机

制，组织上百人的团队投入到

村改攻坚战当中，形成了改革

的声势。

丹灶镇还将连片村级工

业园改造和连片乡村振兴视为

重要工作抓手，将把城西村级

工业园连片改造与有为水道乡

村振兴连片示范区相结合，把

大金工业园连片改造与翰林水

道乡村振兴连片示范区相结

合，力争改革“排头兵”。

“丹灶镇村改具有特色，尤

其是园区的主题鲜明，值得南

海其他镇街借鉴。”顾耀辉表

示，丹灶镇在生态、生产、生活

的“三生空间”的谋划和落实到

位，实现产业、城市、人文、生态

相协调发展，做到了城产人文

相融合。

丹灶村改有特色值得借鉴
加快连片改造步伐，形成特色产业“矩阵效应”

■挖掘机、洒水

车同时作业，大

片低端厂房应

声倒下。

珠江时报记者/

方智恒摄

■金宁社区家长学校被命名为“全国家庭亲子阅读体验基地”，是目前佛山市唯一的全国家庭亲子阅读体验基地。

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