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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B03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

琛 通讯员/黄奕创 摄影报道）

12 月 21日，丹灶镇相关部门

联合对大洲河（罗行至中安

段）沿岸开展水域岸线整治行

动，清理整治侵占破坏水域岸

线的“乱占、乱采、乱堆、乱建”

等违规违法行为，并恢复岸线

原状。

现场可见，河岸两侧存在

搭建种菜瓜棚，堆放废弃农作

物、生活垃圾等“四乱”现象，

严重影响河岸两侧环境卫生

和周边人居环境，对河道的生

态多样性带来严重危害。丹

灶镇河长办、水利所及中安村

委会开展联合执法，集中对

“四乱”建筑进行清拆。本次

行动共出动 20 名执法人员，

依法依规拆除5处违章建筑及

河面故障物，合共拆除面积超

1100平方米。

“通过拆除大洲河两岸违

规搭建的棚舍、清除违规霸占

的土地、对河床进行清淤和护

坡修复等行动，能进一步提升

大洲河水质，提高河岸景观美

化程度，为村民提供休闲散步娱

乐好去处。”丹灶镇市监所所长

黄奕创说，相关部门将持续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严格按照河道

管理保护长效机制，聚焦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做到

“守河有责、守河履责、守河担

责、守河尽责”，清除大洲河两

岸违法违规的“四乱”现象，切

实保障大洲河的水清岸绿。

今年以来，丹灶镇坚持

“发现一处、清理一处、销号一

处”的工作原则，对河道管理

范围内乱占、乱堆、乱采、乱建

等河湖治理问题开展专项排

查整治工作。截至 12 月中

旬，拆除清理面积超 8500 平

方米，其中自查“四乱”问题58

宗，处理乱占问题18宗，清拆

河岸边占用水面的瓜棚、简易

木棚、竹架等60余个，清拆拦

河渔网15个；处理乱堆问题7

宗，清理乱堆垃圾杂物、建筑

废料问题 15 处；处理乱建问

题 33 宗，清拆在河道管理范

围内的乱建棚屋40间。

接下来，丹灶镇将持续整

治河湖范围内的“四乱”问题，

进一步树立并完善镇、村两级

治理网络，构建责任明确、和

谐有序、监管严格的河湖治理

机制，为丹灶镇全域美丽河湖

建设打好基础。

丹灶整治大洲河水域岸线

清拆沿岸“四乱”1100平方米

■施工队清拆大洲河（罗行至中安段）沿岸的“四乱”建筑。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讯员/叶敏玲）12 月 17 日

上午，丹灶镇召开进一步强

化元旦春节前疫情防控工作

暨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培训

工作会议，解读新版大规模核

酸检测应急工作方案，部署下

阶段全镇疫情防控工作。全

镇机关各办局负责人、各村居

直联团队联系人及各村居分

管干部参与。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各部门各

村居要深刻认识疫情防控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严峻性和紧

迫性，紧绷思想之弦，深入查

找问题，深入分析问题原因，

扎实细致做好元旦春节前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

丹灶镇卫健办有关负责

人解读《丹灶镇新冠病毒大规

模核酸检测应急工作方案（第

三版）》。《方案》指出，发生疫

情时，加强与上级纵向联动和

部门间的横向协同，尽最大努

力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全

人群核酸检测，防止疫情扩散

蔓延，实现精准防控。

会上还邀请南海区第八人

民医院院感科科长叶芳作

《2021年新冠病毒核酸采样点

安全防护指引》培训，进一步强

化院感培训，科学落实大规模

核酸检测采样准备工作。

丹灶镇副镇长黄永聪表

示，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必须

责任到部门、责任到村居、责

任到人，要全面进入“临战状

态”，落实一份布局图、一份分

工表、一份物资清单等“三个

一”工作，确保实战时“群众到

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医

护人员到场前一定要布完场、

布场准备前一定要有预案”。

此外，全民接种新冠疫

苗是对抗疫情最有效的方

法，各村居要加大疫苗接种

组织力度，尤其是第三针加

强针、60 岁以上长者等疫苗

接种工作，共同筑牢全民免

疫屏障，同时各村居要抓好

重点人群排查管控工作，提

醒工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确保各项防疫工作有条不紊

开展。

落实“三个一”确保防疫工作有条不紊
丹灶部署近期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培训

丹灶仙湖社区和良登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获省级示范点称号

实践活动接地气 服务群众零距离
丹灶导赏专题辅导班开班

用心用情
讲好有为故事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

讯员/杜嘉雯）近日，2021年丹灶文

化研学系列——导赏专题辅导班

在丹灶镇委党校开班，辅导班通过

邀请专家教授讲课、外出实地研学

等形式，积极探讨如何讲好丹灶故

事，更好地向市民群众传播丹灶历

史文化。

“乐做丹灶事，争当有为人。”

丹灶镇党委委员钟凤飞表示，丹灶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英贤辈出，在

全域旅游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需要

以丹灶文化滋养灵魂，以有为精神

鼓舞人心，让更多市民深入挖掘历

史文化背后的故事，用心用情传颂

丹灶，成为城市发展的参与者、传

播者。

开班当天，主办方邀请深圳博

物馆社会服务部主任王彤作《讲解

技巧与礼仪》《讲解吐字归音技巧》

等专题分享，由浅入深地为学员们

教授导赏员讲解的基本知识。

随后，为了让学员们熟悉了解

村居乡情、旅游产业、美食文化等

内容，30多名学员和导师一同前

往丹灶镇有为水道沿线村居参观

学习。

“本次导赏活动形式新颖，现

场研学讲解让我受益匪浅，认识到

导赏讲解是一个心得分享的过程，

它基于我们的自身见识，通过一定

的主题形式呈现，具有主题性、本土

性和分享性等特点。”参与培训的导

赏员胡玉燕说。

丹灶镇总工会举办工

会经审财务业务培训班

夯实工作基础
守好工会“生命线”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讯

员/杜泳姗）12月15日上午，丹灶镇

总工会举办2021年工会经审财务

业务培训班，来自全镇各村（居、园

区）工联会主席、工会财务经审干部

共45人参与培训，进一步加强基层

工会经费收支管理，规范基层工会

经费的使用，切实提高基层工会财

务经审干部业务水平。

本次培训邀请佛山市兆和会

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李龙到场授

课，课程围绕“总则讲解”“工会经费

收入”“工会经费支出”“新工会会计

制度”四个方面展开。“基层工会经

费收支管理应遵循六大原则，分别

为遵纪守法、经费独立、预算管理、

服务职工、勤俭节约和民主管理。”

李龙通过深入讲解《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工会会

计制度》《工会预算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强调加强基层工会收支管理、

规范基层工会经费使用的重要性。

今年8月，丹灶镇总工会委托

第三方审计公司对45家基层工会

开展工会经费审计工作，至今已全

面审计完毕。在审计过程中，发现

部分基层工会存在操作不规范现

象。丹灶镇总工会希望通过举办培

训班，纠正基层工会组织在工会经

费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规范基层工会经费的合法合规使

用，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和工会财务

知识，进一步提高全镇工会财务（经

审）干部的业务综合水平。

“做好工会财务和经审工作，是

夯实工会工作的基础，增强工会工作

保障能力的必然要求，从一定意义上

讲还是工会的‘生命线’。”丹灶镇总

工会副主席李耀应表示，工会经费管

理作为工会财务的管理重点，直接关

系到工会工作的健康发展，收好、管

好、用好工会经费在工会财务管理中

意义重大，希望通过举办此次培训

班，各基层工会干部加强责任意识、

学习意识、效益意识，进一步维护好

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好地开展

工会各项服务工作。

■良登村开展“喜迎新时代欢乐度重阳”活动，为长者送上祝福。

■仙湖社区居民一起过节包饺子。

良登村人杰地灵，是一个

古朴典雅、历史底蕴深厚的村

落，依托面积1078平方米的良

登村党群服务中心场地，建设

了良登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该实践站发挥社区党校、道

德讲堂、村史馆、青少年活动室、

妇女之家、综合文化性服务中心

等阵地资源，推动文明实践有场

地、有设施、有师资、有安排，在

场地建设上做到有招牌、有标

识、有制度、有架构、有氛围，在

软件建设上做到有方案、有计

划、有记录。自建设以来，良登

村拥有超百名志愿者、党员积极

行动，把党的声音和关怀送到每

家每户，形成了具有良登村特色

的文明实践路径。

良登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自建站以来，已成功举办多场

活动，包括“党群共聚 先锋力

量”团建拓展活动、“探寻社区

红色文化”亲子共读活动、“聚

合巾帼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共

建活动、“红色革命文化”之爱

国主义教育培训等主题活动，

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运营常态

化，有计划地开展文明实践活

动，使村民成为文明实践站的

忠实粉丝。

仙湖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位于仙湖度假区吉

祥路3号，占地面积300多

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多平

方米。自挂牌以来，该实践

站紧紧围绕宣传新时代思

想的要求，通过阵地建设、

搭建平台、举行特色活动、

队伍建设等方式推动社区

新时代文明的建设。

实践站建成以来，深

受居民喜爱，可为市民群

众提供图书阅览、培训讲

座、休闲娱乐等服务。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仙

湖社区结合党群联系的要

求，在小区推进“星火驿

站”的建设，开展恒常党群

服务和便民服务，使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的服务得以

延伸到社区居民。

此外，仙湖社区结合居

民需求和社区实际推出特

色品牌——仙湖社区学院，

进一步加强基层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

设。仙湖社区学院自成立

以来，举办了包括基层党

建、文化汇演、群众体育、公

益慈善、志愿服务、关爱儿

童、敬老助残等主题丰富的

文明和谐社区活动。

目前，仙湖社区学院平

台已挖掘了 17 名热心居

民，组建仙湖社区学院讲师

团，开展各类培训活动200

多场，服务居民6000多人

次，营造社区居民齐参与的

氛围，让公益、文化和教育

融入社区，打造“社区+”新

模式，助力社区营造共建共

享新格局。

12月 22日，记者

从丹灶镇文明办获悉，

仙湖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和良登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获评广

东省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示范点称号。为打

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丹灶镇文明办

从强化阵地建设、完善

机制以及打造活动品

牌三方面推进实践站

建设，积极构建1+28+

N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服务体系。

多场活动凝聚民心 让居民成为忠实粉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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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文化和教育融入社区 打造“社区+”新模式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通讯员杜嘉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