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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

琛 通讯员/李健威 摄影报道）

近日，由佛山市南海区禁毒

办、丹灶镇禁毒办、佛山市公

安局南海分局丹灶派出所联

合主办的“喜迎国庆，禁毒同

行——全民禁毒系列宣传活

动”走进南海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广大企业员工观看禁

毒电影，提升辨别、抵御毒品

的能力。

活动现场，大屏幕上播放

的禁毒公益短片吸引了大量

员工前来观影，让更多人认识

到毒品的危害，自觉抵制诱

惑。丹灶派出所石联警务室

联动禁毒社工通过布置咨询

展区、悬挂横幅、发放禁毒宣

传资料、进行知识竞赛等形式

开展禁毒宣传，向企业员工普

及毒品的种类、特征等知识，

提高“关爱生命，远离毒品”的

自护意识。

此次禁毒电影专题放映

活动得到了企业员工的积极

参与，观影结束后，大家纷纷

表示：“坚决不能触碰毒品，会

积极给亲人朋友做宣传，学会

识别毒品、拒绝毒品、远离毒

品，让禁毒知识传入千家万

户。”

下一步，丹灶镇将继续开

展丰富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

积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开展禁毒宣传，以深入浅出

的方式加强对广大群众的毒

品预防教育，营造浓厚的禁毒

氛围。

国庆期间丹灶多形式开展禁毒宣传

禁毒公益短片
走进工业园区

■工作人员向企业员工普及毒品的种类、特征等知识。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讯员/杜泳姗摄影报道）9月

29日下午，丹灶镇总工会副

主席陈兆驹带队前往广东鸿

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濑良

（佛山）精冲有限公司等地，

走访慰问企业职工，向荣获

2021年南海大城工匠的两位

杰出职工何海明、邓福峰送去

节日慰问。

“感谢你们长期以来为丹

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慰问组首先来到广东鸿钢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与企业工会

负责人及职工进行座谈会，送

上节日的慰问和祝福。

现场，慰问组代表镇总工

会向获得2021年南海大城工

匠的何海明送上慰问，同时嘱

咐其扎根工作岗位，弘扬工匠

精神，为企业又快又好发展贡

献力量。

多年来，从木工到数控车

工，何海明始终发挥产业工人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

行”的工匠精神，刻苦钻研，成

为公司核心加工部门高级技

术人员。自2017年加入广东

鸿钢以来，他协助设计部团队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16个、外

观专利4个、软件著作3个。

2018年，他协助设计部门研

发的两个项目被认定为广东

省高新技术产品。

慰问组来到濑良（佛山）

精冲有限公司，向广大职工

代表送去节日慰问，鼓励获

得 2021 年南海大城工匠的

邓 福 峰 继 续 发 扬 工 匠 精

神。邓福峰从事精冲行业

11年，从一开始需要日本总

公司技术支援，到一步步组

建自己的技术团队，直至完

全从模具的调试、维修、保养

及改善实现自主完成，公司

年总产量提高38%，邓福峰

在平凡岗位中创造出不平凡

的价值。

丹灶镇总工会开展走访

慰问职工活动，旨在通过慰问

一线优秀职工代表，进一步

弘扬工匠精神、劳模精神，

在全镇范围掀起向工匠、劳

模学习的热潮，鼓励长期扎

根基层的广大职工积极向

先进看齐，为丹灶建设高质

量全面发展标杆镇贡献时

代力量。

丹灶镇总工会开展走访慰问职工活动

礼赞先进代表
弘扬工匠精神

■丹灶镇总工会深入企业，向一线职工送去节日慰问。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

琛通讯员/林丽婷摄影报道）9

月29日，南海区妇联公布了南

海区基层妇联“百名好执委”

名单，丹灶镇16名基层妇联执

委上榜，成为全镇村（社区）妇

联执委的优秀表率。

丹灶镇妇联将联合各村

（社区）妇联充分发挥16名基

层妇联执委的领头雁作用，

引导和激励广大妇联执委积

极履职，切实践行“我为群众

办实事”，为妇女儿童解决

“急难愁盼”系列工作，以为

民办实事书写妇联执委履职

担当。

积极响应寻找“好执委”
8月初，南海区妇联启动

寻找基层妇联“百名好执委”活

动，面向全区7个镇街征集具

有代表性、高质量的基层妇联

执委故事，经过推荐申报、综

合评议后最终筛选出100名

优秀的基层妇联执委，进一步

夯实基层队伍，激活妇联工作

新活力。

期间，丹灶镇妇联积极响

应上级工作部署，全力推进寻

找基层妇联“百名好执委”工

作，精心组织开展2场培训会

深化解读“南海区寻找百名好

执委”工作标准、具体工作方

法以及讲授技巧，启发村（社

区）妇联主席如何带好队伍、

讲好执委故事的思维。

为切实加强妇联组织建

设，进一步带好执委队伍，丹

灶镇妇联鼓励村（社区）妇联

积极推荐人选，以“寻找百名

好执委”活动为契机，深挖基

层妇联执委的履职故事，传递

巾帼正能量。为期半个月征

集推荐，共有34名基层妇联执

委参评。

推进宣传发挥榜样作用
9月13日，南海区寻找基

层妇联“百名好执委”评审会

议来到丹灶，全镇28个村（社

区）妇联主席走上舞台，生动

讲述所属村(社区）的执委故

事，南海区妇联领导，镇街妇

联代表担任评委。

经过这次评审，众多基层

妇联执委优秀代表的故事得

到发掘和呈现。村（社区）妇

联主席在台上的精神面貌和

生动演绎也得到评委的一致

好评。

接下来，丹灶镇妇联将结

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

“线上+线下”相结合推进“百

名好执委”宣传工作，传递来

自丹灶基层的妇联执委正能

量，发挥她们的榜样带动作

用，进一步促进基层妇联执委

队伍建设，达成共识、凝聚合

力打造一支“立志愿为、担当

敢为、崇实善为”的有为执委

队伍，为建设高质量全面发展

标杆镇贡献巾帼力量！

南海区基层妇联“百名好执委”名单公布

丹灶16名基层妇联执委上榜

南海区基层妇联百名好执委名单 (丹灶镇)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姓名

郭倍虹

张珍

邓红妹

谢艺英

李颖芳

麦秀芬

麦少欢

何佩芬

麦连冰

徐用芬

曹爱琴

鲁丽娅

陈瑞云

麦仲好

麦少兰

郭明

所属妇联

东升社区妇联

丹灶社区妇联

中安村妇联

联沙社区妇联

东联社区妇联

罗行社区妇联

罗行社区妇联

沙溶社区妇联

新安社区妇联

南沙社区妇联

金宁社区妇联

金宁社区妇联

石联社区妇联

高海社区妇联

下沙深社区妇联

上安社区妇联

■丹灶开展两场培训会深化解读“南海区寻找百名好执委”工作标准、具体

工作方法等。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冼力斌 摄影报道）9月

30日，南海区“扫黄打非”基层

站点业务培训在丹灶镇委党校

顺利结班。丹灶镇、九江镇辖

区村（社区）、学校、景点等“扫

黄打非”基层站点80多名负责

人参与。

两天时间里，业务培训班通

过专题授课与现场教学，讲师与

学员深入讨论，有效加强“扫黄

打非”队伍建设和业务能力，推

进“扫黄打非”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开展多元专题授课
在专题授课中，授课讲师以

“做好‘扫黄打非’基层工作

——守护基层文化晴空”为题

进行讲解，结合视频、图片等多

元化形式，围绕“什么是‘扫黄

打非’”“基层为什么要做好‘扫

黄打非’工作”“在新形势下基

层如何做好‘扫黄打非’”工作”

三大内容深入讲解，让学员们

了解推进“扫黄打非”深入基层

的实际内涵。

“推进‘扫黄打非’工作深入

基层，形成工作合力，构建工作

体系，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黄’

‘非’隐患和源头，压缩其滋长空

间。”授课讲师提出，基层工作人

员要积极充当“扫黄打非”宣教

员、监管员、信息员，加强群众的

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警示

教育、互动教育，培育群众健康

向上的思想观念，引导树立守法

经营、尊重版权的良好意识。

参观特色示范站点
学员们参观了丹灶镇金宁

社区、有为小学、仙湖社区学院

和丹灶镇“扫黄打非”展览馆，

了解丹灶镇在落实“扫黄打非”

基层站点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

及推动基层“扫黄打非”工作与

基层重点平台结合融入等工作

内容。

金宁社区和仙湖社区组建

新时代文明实践“扫黄打非”志

愿服务队伍，深入发掘社区优秀

人才担任宣讲师，以举办基层党

建、志愿服务、暑期护苗等活动

为契机开展宣教活动。

有为小学积极探索“扫黄打

非”宣传手段和教育方式，打造

“护苗、爱苗、助苗”校园特色“护

苗”品牌。丹灶镇打造“扫黄打

非”展览馆，以知识宣传、游戏互

动、实物展示、云课堂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推广“扫黄打

非”进基层工作。

九江镇中心小学老师李关

癸表示，此次培训让她对“扫黄

打非”工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回到岗位后将对学习内容进行

总结归纳，结合站点实际复制有

效的工作方法，在校园内积极推

广使用。

南海组织“扫黄打非”基层站点开展业务培训

强化业务能力 推进“扫黄打非”

■学员们参观丹灶镇“扫黄打非”展览馆。

■讲师进行专题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