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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入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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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潘顺明）9月4日，记者

获悉，狮山镇已完成设立选举工

作机构、分级动员培训、张贴《选

举公告》、选民登记张榜公布等

工作，正在进行代表候选人物推

荐、资格审查等工作，人大换届

选举工作总体铺排平稳有序。

按照工作部署，狮山设60

个区人大代表选区、100个镇人

大代表选区，选举83名区人大

代表、158名镇人大代表。

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大换届

选举工作，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南海区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下，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狮山镇健全

换届机制，在8月上旬成立区、

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领导

组和选举工作委员会，成立选举

工作办公室并下设6个工作组

后，抽调精兵强将全面铺开区、

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

8月24日，狮山镇先后召开

换届选举工作动员大会、选举工

作业务培训班，分级培训选举工

作骨干。9月初，狮山镇各选区

依法设立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和

选区选民小组，精心组织实施选

举各项工作。

为确保选民登记工作进度

和质量，狮山周密组织部署，各

个选区严格按照选民登记的步

骤，创新工作举措，采取“选民登

记、登记选民”相结合的方式，比

照公安、计生等的人口信息，确

保做到“不错登、不重登、不漏

登”。据初步统计，目前狮山镇

登记的选民有270546人。

9月2日，狮山镇各选区依法

公布了区、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

名单。接下来，各选区将结合实

际情况，对选民名单进行动态调

整、完善和修正，并及时将修正后

的名单再次予以公布，力争选民

登记准确无误。同时，镇委进行

代表初步候选人的调研摸底、人

选酝酿和资格审查工作，严把代

表初步人选的政治关、素质关。

为营造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的良好氛围，狮山镇广泛开展

宣传，各选区在机关部门、企事

业单位、村（社区）、公园广场、

学校周边等场所悬挂横幅（含

电子显示屏）1000多条。镇选

举办还向各选区派发人大代表

选举宣传海报1600份、“十严

禁”换届纪律海报800份、“十严

禁”换届纪律宣传小册子4800

份，并通过狮山镇官方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渠道，同步发布人大

换届有关的工作消息、换届选举

知识及换届纪律要求，确保换届

工作舆论宣传形式多样，宣传效

果深入人心。

狮山公布区镇人大换届选举选民名单
动态调整修正，确保不错登不重登不漏登

■居民群众在狮山社区宣传栏前查看选民名单。 通讯员供图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

通讯员/李铭新）9月2日，狮山

镇开展基础党务培训，进一步提

升基层党务工作者能力素质和

业务水平。镇及管理处属下机

关、派出所等基层党组织近100

名党务工作者参加。

培训内容包括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观

看市委组织部关于两优一先的

宣传教育系列专题片《身边的榜

样》及党务培训等。

“但凡党组织的会议，第一

议题必须是政治学习。”“若不清

楚党费收缴流程，一定要认真对

照《党费收缴工作指引》来操

作。”在党务培训环节，由党建办

党建指导员重点围绕党支部规

范化建设，党费收缴、使用、管

理，党组织关系转接，发展党员

工作实务等基础党务进行专题

授课。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学到了很多

干货。狮山镇机关第五党支部

党务工作者杨宝玲表示，她学到

了实用管用的工作方法，也解决

了平时党务工作的一些难题。

今后要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学习

消化培训内容，创新工作方法和

形式，进一步提高党建工作水

平。

据介绍，狮山镇委党校与

镇党建工作办公室组织开展的

2021年基础党务培训班，按片

区共分了5期，对狮山镇属下机

关、派出所、教育、公资委、村（社

区）等基层党组织的近500名党

务工作者进行培训，切实把全镇

基层党建工作推上一个新台

阶。此次培训为第一期。

接下来，狮山镇党建工作办

公室继续抓好培训工作，使各党

务工作者提高认识，认真履行职

责，下大力气抓好党支部规范化

建设。同时，加强对各党组织业

务指导和考核，以此促使各党务

工作者注意工作方式方法，把岗

位责任担起来，努力提高党建工

作能力和水平，把党建重点工作

任务压实下去，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不断推进

党建工作精细化、标准化建设，

开创狮山镇党建工作新局面。

狮山镇开展基础党务培训

近500名党务工作者“充电”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通

讯员/狮宣）9月7日，狮山镇举

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

议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南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狮

山镇委书记林健在党课上讲述

新时代狮山党员干部应如何践

行担当使命，要求党员干部要

在基层党建、村改攻坚、乡村振

兴、生态建设等工作中当先锋

担重任，努力开拓狮山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当天，林健以《重温百年党史

牢记初心使命——切实发挥基层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题，从重温

百年党史、新时代狮山党员干部的

使命担当两部分作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党课上首先重温了党的百

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于

1921年7月成立至今的百年历

程分为4个重要时期，即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

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每个时期都进行详细讲解。

林健要求，要把握建党精

神的核心要义，进一步把握历

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

动；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

旨的认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鲜明本色；进一步总

结党的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应

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进一

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

苦奋斗的昂扬精神。

“一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将其用到实践中去，为狮山

建设湾区产业高地、广佛西部

枢纽、佛山科创新城作出更大

贡献。”最后，林健重点讲述了

新时代狮山党员干部的使命担

当，即要在加强基层党建、村改

攻坚、乡村振兴、生态建设、安

全生产、疫情防控等工作中当

先锋担重任，努力开拓狮山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狮山镇委副书记黄红燕主

持会议，镇和社会管理处班子

成员、机关各办（局、所）负责人

以及各村（社区）书记参加党课

学习。

狮山镇举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当先锋担重任 奋力开新局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通讯

员/杨东媚）为排除水浸安全隐患，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9月2日

上午，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召开

现场会，部署白沙桥社区庄边隧道

水浸黑点治理工作，完善相关应急

处理措施。

每逢下大雨，庄边隧道容易水

浸。对此，罗村市政部门介绍了前

期对该水浸点的应急处理措施。

其中包括在白沙桥匝道入隧

道口方向增加排水明渠，提高收

水能力，避免雨水冲入厂区和村

庄；在入隧道口处，将有坑洼破损

的路面进行修复；增设了水位尺

标示，在限高架处设置反光纸；在

隧道西边两个出入口、隧道东边

入口处加装水浸绕行设施，缓解

水浸情况。

察看现场环境后，狮山镇委

委员，罗村社会管理处党委书记、

主任何宇聪提出进一步解决方案：

市政部门必须确保隧道的应急设

施、设备、物料充足，确保人员及时

到岗；增设白天照明设施，消除安

全隐患。

近段时间，狮山罗村以“我为

群众办实事”为根本出发点，持续

做实做细城市防治内涝工作，罗村

市政部门也狠抓各项防护工作，在

暴雨期间安排环卫工人到水浸黑

点值守，确保水浸路段有人巡查，

及时排水，及时排水确保人民财产

生命安全

狮山罗村部署水浸黑点治

理工作

备足应急设备
加强巡查及时排水

旧街角换新装

有颜值又便民
C03

亲爱的老师

我想对您说
C05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

聪 通讯员/孙丽燕）每个社区

都有独一无二的记忆，这是永

远无法割舍的乡愁。生活在

狮山镇联星社区这片热土的

街坊，定会珍藏着许多见证历

史的老物件、老照片、老字号

……它们背后也许藏着一个

动人的故事、一段难忘的回

忆。翻开封尘的记忆，联星社

区希望给这些“老记忆”找到

更好的归属，使其成为记忆沉

淀中的重要一员。

记者8日从联星社区获

悉，联星花灯小镇展厅年内将

正式开放。为做好老物件陈列

布展工作，联星社区特向市民

发出诚挚邀请，请您将家中的

老物件、老照片等提供给社区，

一起打造有联星记忆的网红地

标！

联星花灯小镇展厅年内开放

您有“老物件”拿来晒一晒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 9

月30日

征集要求：凡是含有明

显的时代烙印、能够反映联

星历史变迁、带有佛山民俗

特色、能勾起人们回忆的老

物件及照片均可。

征集方式：

1.电话联系联星社区工

作人员上门征集；

2.于工作时间到联星旧

村改造项目部联系工作人员；

3.本次征集采取无偿捐

赠或无偿借用的方式。

征集奖励：

1.凡参与征集活动者，

在征集结束后，可获得荣誉

证书1份；

2.如老物件正式入选展

览，联星展厅展出时可注明

捐赠者姓名。

联系方式：

1.联星社区居委办公室：

0757-86486626

2.水部、充美、邓合：

曹先生13590531984

3.上二、上三、田心：

朱小姐18566356126

4.富心、北房、谭头：

何小姐13322858099

5.南房、旺边、宣巷：

范先生13928635551

老物件参考方向：

1.照片类：如联星的老

风景照、景点照、老区老屋风

貌、劳动生产场景、孩子游戏

成长照等；

2.农具类：锄头、石磨、洒

水壶等；

3.生活用品类：缝纫机、

老式收音机、台式电视、鸡公

碗等；

4.党建类：旧党徽、证

书、老军装、军功章、军用水

壶等；

5.其他有意义的老照片、

老物件。

“老物件”征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