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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

兴通讯员/余春苑）日前，狮山

镇罗村社区举行2021年夏秋

季征兵动员大会，进一步贯彻

落实国家征兵政策，鼓励适龄

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应征

入伍。

会上，罗村社区党委委

员、民兵营长杨林超为适龄青

年解读《2021年狮山镇夏秋

季征兵工作》，确保与会人员

明晰各项要求和计划进程。

同时解读了《对有关违法、违

规的兵役登记行为进行法律

责任追究的处理规定》，传达

关于服现役义务兵的优待

金、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

助和安置费及部队收入的解

释说明。

“当兵，能拥有一次社会

认可的工作履历；获得一次弥

足珍贵的学习机会；享受一份

全家受惠的特殊荣誉……”罗

村社会管理处党委委员、副主

任马江平向适龄青年介绍当

兵十大好处，并结合自身的当

兵经历，讲述部队是一个能锻

炼人、铸造人的地方，是每个

热血男儿的梦想之地。

“踊跃参军是一种红色信

仰的传承，代代相承，保家卫

国。”会上，罗村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

颜铭坤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

有关重要论述，以及本地居

民积极投身革命的故事，对

与会人员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他号召适龄青年要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依法服兵役，争取

投身到部队中去，为自己的

人生添彩，为祖国强军贡献

一份力量。

以革命先辈为楷模，让红

色基因一脉相承。会议结束

后，适龄青年纷纷表示备受鼓

舞，踊跃在“光荣榜”红纸处签

名，报名参与征兵预检。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

燕 通讯员/招燕楣 摄影报道）

7月14日，狮山镇招大社区举

行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

活动，邀请罗村专职消防队为

社区内商铺业主及从业人员

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增强他们

的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意识，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在招南商业街，狮山镇招

大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经联社社长招国强为商铺

业主及从业人员介绍了当天

的培训流程及注意事项。“夏

日炎炎，防暑的同时更要注

意防火。”招国强表示，希望

各商铺业主以及相关从业人

员能认识到火灾防控工作的

重要性和严峻性，在学习消

防相关知识和技能后，根据

自身实际，落实“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消除商铺内部安

全隐患，与社区一起优化安

全经营环境。

随后，罗村专职消防队队

员梁棣坤对在场人员进行消

防技能培训，围绕火灾的防

范、扑救和自救等内容，重点

介绍了日常用火用电方面的

安全防火知识，以及火灾发生

时的逃生技能，并提醒在场人

员要认真做好日常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

“灭火器上的指针如果指

向红色区域，那就代表这个灭

火器已经失效了……”现场，

梁棣坤还实地演示灭火器的

使用、油桶灭火以及煤气罐灭

火等，并邀请商铺业主及相关

从业人员等上场实操。

在火灾面前，多了解一

点消防知识，就意味着多一

点生存的希望。不少商铺业

主都表示，培训和演练让他

们掌握了不少实用的消防安

全知识和技能，提高了消防

安全意识。

招大社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社区将继续认真落实消防

安全各项制度，切实把消防安

全措施落到实处，时刻做到警

钟长鸣，常抓不懈，同时积极

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努力营造

安全、舒适的人居环境。

狮山镇罗村社区举行2021年夏秋季征兵动员大会

热血好男儿
报名参军去

狮山镇招大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活动

手把手指导
灭火器操作

珠江时报讯（记者/ 梁凤

兴 通讯员/黎守刚）近日，狮山

镇罗村社会管理处“退役军人

荣誉室”投入使用。经过数月

时间的升级改造，这里不仅打

造成一个浓缩版的“军旅”博物

馆，更成为退役军人心灵栖息

的“家园”。

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党

委委员、副主任李勤兴，狮山镇

罗村公共服务办公室主任吕肖

雅，狮山罗村退伍军人成长促

进会会长杨元及各社区民政干

部参加揭牌仪式。

退役军人荣誉室位于狮山

镇罗村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负一

楼。沿着楼梯下楼，一副长 9

米，高2.62米的“井冈山会师”

手绘图映入眼帘，它与占墙

22.5平方米的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路线图相互对照，立体地向

观众展示出革命序章。

走近室内，可见退役军人

荣誉室由军史英模长廊、老兵

部队纪念品、阅览室、休息室等

四个不同功能的场室组成。墙

上分别展示了全军十大英雄模

范、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军

队的重要指示题词、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部队及关于退役军人

工作的重要论述；展柜上展陈

了狮山罗村退役军人自愿捐赠

的老旧照片、武器装备等。此

外还有荣立战时二等功退役军

人的立功受奖、证书奖章、战争

年代用过的生活物品……荣誉

室通过这些“军旅老物件”，把

退役军人先进典型的故事向观

众娓娓道来，唤醒退役军人的

军旅记忆。

“‘退役军人荣誉室’是鲜

活的国防教育大课堂，以墙、展

柜为载体，让立功受奖的荣誉

不再沉睡在档案袋中、埋藏在

记忆里。”杨元表示，荣誉室将

对公众开放预约，并重点作为

各社区开展青少年夏令营的参

观学习阵地之一。通过向广大

青少年展示军旅生活、讲述红

色故事，进一步营造尊重尊崇

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传承红

色基因。

狮山罗村退伍军人成长促

进会秘书长黎守刚介绍，接下

来将会继续完善荣誉室建设，

将罗村退役军人的总体情况、

立功受奖人物，以及退役后为

地方建设作出贡献的典型人物

内容逐步上墙，以此打造成为

退役军人心灵栖息的“家园”，

激发适龄青年对军人、军营的

向往。

截至今年6月30日，狮山

罗村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共有退

役军人2206名。该服务中心

自2019年成立以来，以严质量

的要求推动荣誉室、星级示范

点、村居五星级服务站等服务

阵地的建设，对营造全社会爱

军拥军的氛围，关心关爱退役

军人，不断提升退役军人荣誉

感、幸福感、自豪感，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据悉，去年罗村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成功创建

四星级服务中心，获评省级首

批星级示范点；今年在上级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结合“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做好

各项优抚帮扶工作，组建罗村

关爱联盟志愿服务队，带领退

役军人参与到社区治理、疫情

防疫等工作，为狮山罗村高质

量发展发挥好退役军人智慧

和力量。

提升服务水平
增强退役军人凝聚力

狮山现有51个社区申报创建五星级退役军人服务站

珠江时报讯（记者/ 梁凤

兴 通讯员/黎守刚）为深入贯

彻落实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践行“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7月13日，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到狮山

镇状元社区、罗湖社区深入调

研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星级示范创建工作，全面了解

狮山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星级

示范创建推进情况。

状元社区是南海区首批

参与星级示范创建的 8 个村

（社区）之一，现有在册退役军

人395人，退役军人党员约占

50%。状元社区退役军人服

务站依托网格化管理，由“两

委”干部做好退役军人日常联

系、信息收集、教育引导和优

抚帮扶等工作；社区结合党建

品牌建设，成立了以退役军人

为主体的状元社区关爱联盟

志愿服务队，积极引导退役军

人发挥自身能力和优势为社

会服务。状元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吴其国表示，下一

步将在区、镇以及管理处的指

导下，不断完善硬软件建设，

逐步提升站点服务退役军人

的水平，力争在创建中取得好

成绩。

罗湖社区作为“老牌”城

市社区，先后获得国家、省、

市、区、镇各级荣誉称号，目前

在册退役军人393人。社区针

对此次星级创建工作，成立了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罗湖社

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利用党群

服务中心、幸福院等党建阵

地，为退役军人提供服务，有

效深化服务站的功能内涵。

目前该站点已按照创建要求，

设置了退役军人立功受奖光

荣榜、全军十大英模等展示内

容。调研组对罗湖社区在退

役军人服务工作中发挥的作

用表示肯定，同时要求罗湖社

区要对标创建标准，设置专门

服务场室，增加主题内容，营

造更加浓厚的尊重尊崇退役

军人氛围。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狮山

镇委委员、团镇委书记关钧宜

介绍，狮山现有51个社区申报

创建五星级退役军人服务站，

目前正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

全面加快推进狮山镇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创建星

级服务站的工作。今年以来，

在区镇两级党委和政府的指

导下，各项工作有序平稳进

行。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星

级示范创建工作，是推动构建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提升

服务保障能力的有效抓手。座

谈会上，南海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主要班子成员分别对狮山镇

目前创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分析和指导。南海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局长李永添表示，狮山

镇作为申报创建社区数量和服

务对象最多的镇街，要以“速度

快、质量高、做平衡、做创新”的

要求统筹部署，为南海区营造

争先创优氛围、构建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提供范本。

创建星级示范退役军人

服务站，除了做好各项服务工

作外，更重要是为退役军人提

供一个发挥军人本色的平台

和载体。基层党组织需创新

各项思想教育、主题活动、志

愿服务等活动，主动上门邀

请、多关心多服务，增强退役

军人的凝聚力、参与感、获得

感和幸福感。

下一步，南海区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将在推动星级示范

创建工作过程中，与“下跨一

级，全员培训”和打造“南海老

班长”志愿服务特色品牌紧密

结合起来，通过培训提升系统

工作人员服务能力和水平，通

过开展志愿服务不断拓展服

务范围，扩大品牌影响力。力

争区镇村三级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站）在参与国家示范型

和省星级示范创建中取得优

异成绩。

退役军人荣誉室展现军旅记忆

■与会人员参观老兵部队纪念品展室。 通讯员供图

■罗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置退役军人服务意见箱。 通讯员供图

■参会的适龄青年纷纷表示备受鼓舞。 通讯员供图

■商铺业主以及相关从业人员上场实操使用灭火器灭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