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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吃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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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邹韵斯

实习生/张雅琪 通讯员/黄楚蓥）

9月13日，桂城街道举办2021
年领导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

培训班。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

麦绍强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岑

灼雄传达省、市、区领导干部党

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中

共佛山市委第一巡察组组长张

宝健作纪律作风建设专题辅导

报告。

培训班以“学党史悟思想，

守纪律铸忠诚”为主题，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和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

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省、市、

区领导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

培训班精神，教育引导党员领

导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

入，为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推动南海和桂城高质量发展，

为佛山市争当全省地级市高质

量发展领头羊提供坚强的保

证。

麦绍强强调，要以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及党的百年

奋斗史为纲领，不断增强政治自

觉。一要弘扬自我革命精神，永

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二要

坚定不移贯彻“两个维护”，确保

一股劲一条心。三要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

深入。

会上强调，全街道领导干

部要以刀刃向内的决心推动

自我完善，保持高度政治敏

感。一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融会贯通不断自我革新。二

要深化案件警示教育，引以为

戒增强自我约束。三要管好

身边人身边事，带头垂范实现

自我提高。

全街道领导干部要以忠诚、

干净、担当为干事创业必要条

件，大力转变政治作风。一要坚

决纠治“四风”问题，严处问题整

改。二要严抓干部队伍管理，强

化工作考核。三要把好政商交

往尺度，优化营商环境。四要营

造履职尽责氛围，激发工作热

忱。

桂城各级党组织要以一体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

目标，强力执行政治纪律。一要

加强巡察监督，刹停违规行为。

二要把握“关键少数”，做好“一

把手”监督。三是聚焦关键领

域，压减廉政风险。四要加强廉

政教育，筑牢廉洁防线。

培训班上，与会人员观看了

省、市纪委监委拍摄的党风廉政

教育专题片。

接下来，桂城街道党工委还

将分类别、多层次组织年轻干

部、社区干部、社区纪委干部、经

济社社长等到佛山市纪法教育

基地开展教育学习。

珠江时报讯（记者/邹韵斯

通讯员/邵泳雪 摄影报道）宣读

文明倡议书、粘贴行为承诺条、家

校代表同台宣誓……9月10日

下午，桂城街道在南海中心小学

开展“小手拉大手 共创文明城

——桂城街道‘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文明家园’倡议书发布仪

式”，倡议孩子们从自我做起，把

文明带回家，带动家庭、社会共同

参与到文明建设中，共同创建和

谐、幸福、文明家园。

现场，师生共读《“保护生态

环境 共建文明家园”倡议书》，

倡议大家要通过日常实际行动

做到文明交通，平安出行，爱护

生态，绿色同行，携手向破坏生

态环境和不文明的行为说“不”，

共同创建和谐、幸福、文明、平安

家园。

“学校自成立以来，一直致

力于提高孩子们的文明素养，培

养文明习惯，规范行为举止，希望

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

庭，影响整个社会。我在这里代

表学校，动员全校师生、家长积极

投入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去，保

护生态环境，共建文明平安家

园。”南海中心小学校长潘惠英表

示，文明之行为在于规范，在于你

我一言一行，在于提醒身边的

人。小手拉大手，通过一个孩子

带动一个家庭，通过一所学校影

响更多家庭，最终形成创建文明

城市蝴蝶效应，拉动全社会。

桂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曹

莉敏表示，今年佛山把争创“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作为更高的目标

和追求，桂城街道正如火如荼开

展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综合治

理百日行动、摩电整治暨深化交

通安全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人居

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等专项

攻坚行动。桂城各学校陆续给

同学们、家长们发送《“保护生态

环境 共建文明家园”倡议书》，是

希望大家切实参与到佛山市文

明城市创建行动中来，让文明之

风的种子在学校、家庭、社区中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以达到学生引

导家长、带动社区、影响社会的良

性互动效应。

@桂城街坊：
家有多余月饼
可捐出送祝福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蓉实习

生/张雅琪）记者从桂城街道党员

志愿服务队获悉，现已发起中秋

爱心物资募捐倡议，居民可参与

捐赠或支持志愿者招募。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来

临，为让更多人感受到桂城的爱

与温暖，为响应国家“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节约“新风尚”，桂城

街道党员志愿服务队发起中秋节

爱心物资募捐倡议，呼吁大家奉

献爱心，捐出家中富余的月饼。

同时招募志愿者40名。

家中有富余物资的居民，即

日起至 9月 18日中午 12:00，
可前往桂城街道办门卫捐赠。

为环卫工人、福利院老人或儿

童送去中秋祝福。本次募捐预

计募集灯笼共 100个，月饼、

米、油、饼干共400份，食品应包

装完整、在保质期内。如捐赠量

大，请提前联系告知，联系人:陈
绮潼，13709669842。

桂城街道党员志愿服务队相

关负责人表示，预计招募 40位

志愿者，在 9月 21日凌晨将爱

心物资送到值班的环卫工人手

上，有意担任志愿者的市民请通

过微信群接龙报名，可添加

13709669842微信获得群接

龙链接。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期待

你的支持与参与，让我们一起行

动起来，为身边的人们送去诚挚

的爱与祝福，让月更圆，让城市

更温暖。

有奖征集：
说出你身边的
桂城人桂城事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蓉实习

生/张雅琪）为大力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树立一批道

德模范，推动街道形成“敬业奉

献、诚实守信、孝老爱亲、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的文明风尚,以社

会主义道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

传递正能量，提升精气神，珠江时

报向广大市民征集在桂城发生的

好人好事、文明家风等新闻线索。

征集内容包括：村居、企业、

学校等一线的精神文明典范、先

进人物及其故事，展现桂城人民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

创业创新、敬业奉献、孝老爱亲、

爱国爱乡、实干兴乡等方面的美

德先进典型。

请有新闻线索的相关单位

和街坊朋友们报送相关新闻线

索，打电话或添加微信备注“新

闻报料”告诉我们（联系人：张雅

琪13727422513，微信与电话

同步），也可将好事整理后发至

1762973112@qq.com。如提

供新闻线索，可按新闻价值获得

80～100元奖励，快来向我们报

料吧！

桂城发布“保护生态环境共建文明家园”倡议书

小手拉大手 文明齐步走

桂城街道举办2021年领导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

学党史悟思想 守纪律铸忠诚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蓉 通

讯员/李芳毅 张兵）记者从桂城

街道获悉，9月15日，金赋、瑞

洲、青松、天波等4个总部项目

将联合动工。这是继8月联东U
谷·桂城总部经济港项目、星中

创·夏南二产业中心项目动工

后，桂城城市更新、经济提速的

又一重要进展。

此次动工的4个总部项目

地块位于桂平路以南、聚元南路

东 西 两 侧 ，总 用 地 面 积 约

36000平方米。4家企业总部

投用后，未来5年的纳税总额将

超过3.8亿元，平均每年亩产税

收超140万元，对区域经济的拉

动作用明显。

广东金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基于智能终端和数据

应用的创新政务服务提供商，

企业为城市管理治理工作构建

庞大的感知系统，提高城市管

理的智能化程度，推动城市数

字化管理。广东瑞洲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计算机辅

助设计 CAD系统、辅助制造

CAM、智能加工 CNC设备的

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的

高新技术企业。佛山市青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LED智能交通、智能显示及智

能照明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之

一。广东天波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通信及互

联网相关领域的企业，为多个

行业提供物联网产品及其解决

方案。

4个总部项目的动工，预示

着桂城总部经济版图不断扩

大。目前，桂城总部经济已呈现

四大湖片区集聚发展态势：千灯

湖片区已集聚广东景兴、瀚蓝环

境、东华软件华南区（湾区）总

部、顺丰云佛肇区域总部、泰盈

科技、海逸集团、海天集团大厦、

维尚新零售综合体等企业总部；

文翰湖片区则有广东星联、宝索

机械、北京交控、泓胜科技、粤金

曼集团、利泰集团、虎牙直播、欢

聚集团等企业总部落户。而映

月湖、怡海湖两大片区则吸引了

联东U谷·桂城总部经济港项

目、星中创·夏南二产业中心和

金赋、瑞洲、天波、青松、乐居等

率先进驻布局总部。

桂城4大总部项目联合动工
投用后未来5年纳税总额将超过3.8亿元

■师生共同为活动“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