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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梁少兰）近日，九江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再传喜讯！

在佛山市第二季度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专项检查中，九江镇以

87.17分排名全市第二，其中西

桥社区获市级表彰及百万奖

励。

7月16日，佛山市委农办

在禅城区南庄镇湖涌村召开

2021年第二季度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专项检查结果通报会，

通报表扬得分排名前三位的镇

（街），表彰奖励十个先进村

（居）。其中，九江镇以 87.17

分的总得分排名全市第二，获

市通报表扬；西桥社区以现场

考核评分91分、折合难度系数

后 89.362 的得分在暗检村中

排名第三，与第一、二名相差不

足1分，市表彰和百万奖励。

近年来，九江镇以打造南

海区最干净整洁镇、村为目标

和愿景，致力打造生态宜居美

丽乡村，以党建引领推进“三清

三拆三整治”，累计清理卫生黑

点4万多处，拆除危弃房约333

间共18000多平方米，拆除乱

搭建、违章广告超18000平方

米，推动村（居）全面实现干净

整洁；实施农村人居环境美丽

行动、公共空间提质工程，深入

推进“截污到户、雨污分流”，完

成121座农村公厕提升改造、

272个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建成

各类“四小园”近200个，面积

约50000平方米，推动村（居）

村容村貌系统提质；强化督查

示范，建立全覆盖督查机制，累

计排查人居环境问题2734宗，

督促完成整改2624宗，整改完

成率96%。

九江镇创新工作机制，设

立并编制镇“红蓝黑”榜26期，

通报9个红榜、12个蓝榜、10

个黑榜村（居），表彰先进鞭策

落后。同时实行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绩效考核、“一票否决”，

做实“抓手”,压实责任，推动

村（居）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

实现蝶变升级，群众生产、生

活更加便捷、舒适。此外，九

江镇高质量建设5个省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示范村、3个佛山

市乡村振兴示范村、1个区特

色精品示范村、1个镇人居环

境整治示范社区，树立标杆典

型，形成良好示范。目前，全

镇农村人居环境持续向好，

80%以上村（居）达到美丽宜

居标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持续增强。

其中，受表彰的西桥社区

对人居环境整治十分重视，社

区书记亲自抓、分管干部负

责、村社联动推进、村民积极

参与，常态化开展。近期，社

区干部和工作人员、社监事成

员、义工全身心投入，向社区

人居环境发起新一轮攻坚，累

计出动1800多人次，修复、硬

底化道路400平方米，“净堤”

整治河涌 1000 米，清拆塘头

棚、飘棚、车棚等乱搭建 60

个，拆除危房 6间，修葺危旧

房屋 9间，清理卫生黑点 200

多处，清理各类垃圾达 1500

多吨，完成废弃、散乱“三线”

剪除、捆绑，基本实现“三线”

整齐有序，社区整体人居环境

实现质的飞跃。

市级的通报表扬、表彰和百

万奖励，是对九江镇、西桥社区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肯定、鼓

励、支持，也是鞭策。接下来，九

江将持续深化、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工作，推动人居环境

提升，助力全镇乡村振兴稳步推

进、再上新台阶。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曾肖梅 摄影报道）“选

优配强妇联队伍，织好织密妇

联网络。朗星社区自3月换届

后，新增1名执委，队伍平均年

龄35岁，职业涵盖企业家、教

育工作者等，妇女干部队伍走

向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近

日，九江镇举行“领雁行 建新

功”骨干妇联主席增能提升计

划成长汇报会，九江朗星社区

妇联主席冯肖英与在场妇女干

部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想

法。

为提升九江镇基层妇联主

席在妇女工作方面的政治站位

和工作执行力，进一步拓展基

层“妇女之家”的服务思路，增

强妇联主席在“围绕中心工作，

服务大局”方面的意识，2020

年，九江镇组办和镇妇联组织

开展“领雁行 建新功”骨干妇联

主席增能提升计划。经过一年

多时间，八个重点培育村（社

区）妇联主席在基层妇联工作

方面均有明显进步。

汇报会上，敦根等八个重

点培育村（社区）的妇联主席分

别介绍各自参加增能提升计划

以来的工作亮点、主要举措、存

在不足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经过增能，八个重点培育

村（社区）妇联主席在党建引

领、队伍建设以及基层治理等

方面的工作能力有了极大的提

升。”九江镇党委委员、镇妇联

主席霍丽嫦表示，希望基层妇

联骨干切实当好“领头雁”，更

好发挥联系服务妇女群众的示

范引领作用，引领广大妇女听

党话、跟党走；同时发挥好链接

资源的作用，加强沟通交流，树

立创优争先意识，互相学习，不

断提升。

汇报会还邀请了佛山科学

技术学院德育教研室书记、主

任，应用心理学博士，中级社工

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潘燕

华围绕“巾帼力量的成团要诀”

作主题讲座。潘燕华表示，妇

女队伍建设要把握好“专”（专

心、专门、专人）、“定”（定期服

务、定期聚会、定期招募）、“稳”

（站位要稳、运行要稳、节奏要

稳）这三个字。

妇女干部们纷纷表示，今

后将继续以高度的热情、踏实

的作风和坚定的信念全力投身

于妇女事业，切实担当作为，为

建设幸福九江贡献巾帼力量。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

讯员/朱美霞）日前，九江镇下西社

区妇联在大伸经济社开展绿生

活·家行动“榕树头芳华议事厅”

活动，20名党员志愿者、妇女骨

干、热心居民代表齐聚，围绕如何

在社区推进垃圾分类的主题，从

家庭教育、村内活动、宣传以及其

他建议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并积

极建言献策。

活动中，九江镇妇联专职副

主席黄影芳传达了南海区《关于

发挥巾帼力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方案》的文件精神，动员社区

妇联执委、党员、巾帼志愿者等参

与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引导

社区广大妇女群众及家庭提高垃

圾分类的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生

活习惯，推动实现生活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

“希望大家发挥巾帼优势，尤

其是志愿者队伍的优势，群策群

力，更好地宣传推广生活垃圾分

类。”下西社区妇联主席朱美仪表

示，本次议事厅活动涌现出很多

好点子，接下来要梳理和落实好，

“我们一起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

事做起，带动身边的人一起践行

垃圾分类。”

据了解，今年下西社区垃圾

分类工作选择在大伸经济社试点

开展，并由社区安排专人上门回

收每户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芳华议事厅”落实行动方案

后，下西社区迅速组建党员、妇联

执委、街坊会、惠善社工等组成巾

帼志愿者队伍，深入大伸经济社

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工作。志

愿者们分成两组，准备好垃圾分

类宣传资料和垃圾桶样板，挨家

挨户上门向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的

有关知识，并耐心解答居民提出

的日常垃圾分类难题，鼓励居民

从自身做起，坚持在源头上做好

垃圾分类，同时提醒居民留意上

门收垃圾的时间。

目前，社区安排专人上门收

取生活垃圾，时间为早上5:00~

8:00，下午3:00~7:00。志愿者

提醒居民要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

惯，并在这两个时间段将垃圾桶

放在家门口，方便工作人员收取。

在宣传过程中，个别居民对

垃圾分类工作不太理解，志愿者

便反复耐心解释。而了解到需要

进行垃圾分类的原因以及好处

后，大家都表示赞同并愿意配

合。同时志愿者们也征集了居民

对于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详细记录居民的诉求，整理后

将向社区反馈。

此次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活动

得到居民的认可和支持。接下

来，社区将开展第二次入户行动，

将两种垃圾桶分发给每家每户，

并于本月内进入上门收取垃圾的

试运行阶段，进一步落实垃圾分

类工作，逐步实现街道撤桶，深化

下西社区人居环境改造成果，推

动社区形成垃圾分类的新时尚。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

讯员/崔燕谊）“当前，九江镇集体

经济快速发展，资产总量庞大，只

有切实做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工作，才能保障广大村（居）群众的

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

展，确保农村和谐稳定。”日前，九

江镇农业农村办在下北社区开展

新一届村（居）“三资”管理人员培

训巡讲班，提升新常态下基层“三

资”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和业务水

平。

为加强新一届村（居）“三资”

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廉政作风

建设，指导各村（居）依法依规管好

和用好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

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自7月14日起，九江镇农

业农村办分期分批对全镇23个农

村社区的“两委”干部、资产办、经

济社社委、监委会、监事会成员约

1700人次进行专题培训。本次培

训的内容重点围绕农村“三资”经

营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新常态下

基层“三资”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

和业务水平，增强基层干部及管理

人员对农村各项政策制度的认识

和理解，引导相关人员依法行政、

依法决策、规范管理。

“民主议事贯穿于农村经营

管理整个过程，它是农村基层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确保农村长

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任何与法律

法规相抵触的表决均为无效表

决！”培训班上，九江镇农业农村办

公室副主任谭顺辉针对农村民主

议事、“三资”管理等最基本的业务

为参训对象授课，讲述如何做好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包括农村

财务管理、集体资产管理交易、工

程管理、议事规则等；剖析换届以

来九江镇农村的新形势，深入探讨

新形势下“三资”管理的问题，指出

近年来巡察整改中出现的重点问

题，并提醒各村（居）要利用“三大

平台”管好农村的“人、财、物”，更

好地为村（居）群众办事。

“通知此次培训学习，让大家

进一步了解九江镇现行的农村‘三

资’管理规章制度，使大家在开展

日常工作中有章可循，更顺畅、更

有底气地为村民办实事，使村民放

心、村干部安心。”九江镇农业农村

办副主任黎兆波表示，希望各村

（居）“两委”干部、资产办、各经济

社社委、监委会、监事会成员善于

总结工作经验，更新完善工作制

度，对收入、支出做到严把关，不断

提高工作成效，为促进农村各项事

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佛山市第二季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检查结果出炉

九江镇排名全市第二
下西社区开展“榕树头芳华议事厅”活动

凝聚巾帼力量
推进垃圾分类

九江对全镇23个农村社区“三资”管理人员进行业

务培训

培训社区“金算盘”
守护集体“钱袋子”

九江举行骨干妇联主席增能提升计划成长汇报会

当好社区领头雁
引领巾帼建新功

■培训班现场。 通讯员供图

■朗星社区妇联主席冯肖英现场分享工作经验。

■西桥社区获市级表彰及百万奖励。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