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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通讯员/周秀娟）近日，狮山镇

召开科技路小学建设进度推进

会。为持续增加教育供给，加

快推进狮山镇新、改、扩建学校

工程，今年狮山镇将完成科技

路小学、小塘中心小学东教学

楼、综合楼以及横岗小学新综

合楼2号楼工程建设，增加义

务教育阶段优质公办学位近

3000个。

会议要求，各承建单位要

互相配合，及时完善本项目的

所有变更手续。采用清单管

理方式，及时理清问题，明确

各项需落实的工作和责任人，

针对各项工作逐步解决。监

理单位及施工单位要保证施

工质量，施工过程的质量管控

不能松懈。各参建单位要积

极配合，按相应验收程序提前

做好验收准备工作，及时完成

项目验收。

据悉，科技路小学将于今

年9月投入使用。该学校坐落

于狮山镇中心城区，东临佛山

一环，南边靠近科技大道中路，

西边为保利茉莉公馆及新建道

路，北边为景观山坡，总投资

2.1亿元，校园占地3.5万平方

米，计划招收48个教学班，预

计可提供2160个优质学位。

狮山镇党委委员蒋开展表

示，要将科技路小学打造成为

标杆工程，建设一流未来智慧

学校，希望各承建单位能克服

多重困难，加快和保证工程进

度，切实落实项目推进工作。

今年，狮山镇还将完成小

塘中心小学东教学楼、综合楼

以及横岗小学新综合楼2号楼

工程建设，增加义务教育阶段

优质公办学位近3000个。另

外，大圃中学（二期）建设工程、

官窑第二初级中学扩建工程也

在加紧建设。

据介绍，今年的拳头项目

是推进孝德小学建设，狮山镇

教育发展中心已于近日召开孝

德小学建设推进现场会。未

来，狮山教育版图将进一步扩

充，把民生福祉、教育惠民送到

群众身边，真正让“幸福狮山”

触手可及。

一直以来，狮山镇委、镇政

府重视教育高质量发展，把教

育惠民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内

容，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

度，造福狮山市民。接下来，狮

山教育将开足火力，高位进发，

呈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面

貌，实现新的腾飞。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通讯员/周秀娟）近日，狮山镇党

委委员蒋开展、镇教育发展中

心主任梁刚慧等带队，到今年

即将开办的部分公办幼儿园督

查建设推进工作，加快推进学

前教育民生工程，推动狮山镇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狮山镇大圃第一

幼儿园、大圃第二幼儿园、小塘

第三幼儿园、小塘第四幼儿园

等一批新建、转制的公办幼儿

园，将于年内陆续建成投用。

未来两年，狮山镇将诞生十多

所高水平的现代化公办幼儿

园，推动学前教育均衡发展。

在由集体办转为公办的横

岗幼儿园，检查组详细了解其基

本情况、办学条件、招生情况、队

伍建设、防疫工作等，对幼儿园

转制后半年来的工作给予了肯

定。同时，鼓励幼儿园行政班子

继续努力，不断加强内部管理，

制定提升计划，逐步把横岗幼儿

园办成优质的公办幼儿园。

随后，检查组实地走访即

将开办的大圃第一幼儿园、大

圃第二幼儿园、小塘第三幼儿

园、小塘第四幼儿园。每到一

处，检查组都认真查看园内环

境、工程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办

园规模及幼儿园建设和发展中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深入了解

幼儿园开办前的准备工作、师

资队伍配备等情况，并针对现

存问题提出解决思路，督促幼

儿园建设方抓紧建设进度，尽

早将幼儿园交付使用。

●登录系统，选择职位发布；

●选择“发布职位”；

●填写必填信息后提交；

●提交后，相关职位在“待发布”项，经管理员审核后可在小

程序界面展示；

●发布成功后，相关岗位在小程序上显示。

南海狮山智慧招聘平台企业版操作指引南海狮山智慧招聘平台企业版操作指引

企业注册企业注册一一

●登录 https://www.nhssrs.cn/admin-shishan-job-compa-

ny/login.html点击页面“注册账号”；

●输入企业“注册邮箱”“邮箱验证码”“密码”“注册人姓名”

和“注册人联系电话”；

●进入登录界面；

●填写相关企业信息后提交，企业注册申请将提交到管理

员，由管理员审核后发布。

职位管理职位管理二

●用户投递简历后，职位信息会显示新简历数量；

●点击简历进入简历库；

●通过“已投递”“待面试”“已面试”“录入”“不适合”记录各

阶段面试状态；

●点击查看详情，可看到面试者简历信息；

●合适的待面试者，可选择“邀约面试”，并记录面试日期。

面试后录入“已面试”“录用”或“不适合”记录面试者状态。

招聘管理三

招聘会管理四

●“参会记录”和“全部招聘会”：可查询本企业已参加过的或

即将开展的各类招聘会；

●企业可选择参加进行中或未开始状态的各类招聘会，将

左边职位选择到右边参加招聘会框中，确定即可在招聘会上架相

应职位。

科技路小学今年9月投用
狮山加快推进新改扩建学校工程，今年预计新增近

3000个优质学位

狮山督查部分公办幼儿园建设推进工作

一批公办幼儿园
年内建成投用

■科技路小学效果图。 （通讯员供图）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康杰红 黄劲坤）近日，

记者从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狮山分局（下称“狮山人

社分局”）了解到，即日起，狮山

利用南海狮山智慧招聘平台，

针对不同求职群体分设不同专

场，连开6场大型线上招聘会。

春节刚过，正是企业招工、

求职者应聘的佳季。为保障狮

山企业在春节后招聘工作有

序、安全开展，帮助用人单位招

聘人才，服务广大求职者找到

更理想的就业岗位，狮山人社

分局举行“乐业狮山，广纳英

才”——2022年狮山镇“就业

服务百日行动”劳务人才线上

系列招聘会。

该线上系列招聘会从2月

14日持续至4月10日，分为6

个专场，包括2场劳务人才综

合性线上招聘会，以及高校毕

业生专场线上招聘会、“就业援

助月”线上招聘会、“专业技术

人才”线上招聘会、“技能人才”

线上招聘会各1场。

目前，该线上系列招聘会

正在开展4场，分别是劳务人

才综合性线上招聘会、高校毕

业生专场线上招聘会、“就业援

助月”线上招聘会、“专业技术

人才”线上招聘会。其中“劳务

人才综合性线上招聘会”主要

针对狮山镇所有企业和包括本

地劳动力、异地务工人员在内

的求职者，当前有70家企业报

名，招聘职位数有436个，共需

招聘3795人。“高校毕业生专

场线上招聘会”主要针对高校

应届和往届毕业生，解决高校

毕业生就业及企业对高校人才

相关岗位的招聘需求，当前参

加企业为78家，招聘职位数是

497个，共需招聘3215人。

记者了解到，所有招聘和

应聘活动都在南海狮山智慧

招聘平台上实现。该平台操

作简单、方便实用，主要包含

微信小程序和管理后台两大

功能模块，为招聘企业与求职

者提供快速、精准和高效的对

接渠道，实现招者有其人、聘

者有其门。

针对此次线上系列招聘

会，企业如何快速报名发布招

聘信息，求职者如何精准投放

简历？据介绍，企业需要先在

南海狮山智慧招聘平台上完

成注册，然后发布招聘职位，

审核通过后，报名本次线上招

聘会即可。求职者则通过微

信小程序搜索“南海狮山智慧

招聘平台”，直接进入本次线

上招聘会，搜索意向职位投递

简历即可。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一系

列线上招聘会，实现企业与人

才精准快速对接，有效缓解就

业结构矛盾，吸留优质人才，

推动狮山实施‘2+2’发展战

略，助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南海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狮山分局局

长常少斌表示。

6场线上招聘会为企业招贤纳才
针对不同求职群体分设不同专场，助力企业人才精准对接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通

讯员/李骏何嘉欣摄影报道）2月

24日，狮山镇举行“醒狮·暖春”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教育实

践活动，组织近百名新入职政府

辅员以及2022年村（社区）储备

人才参与专题教学和分组讨论，

并到沙坑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推

动基层“后备军”深入了解镇情村

情，积极投入到基层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中。

新入职政府辅员以及2022

年村（社区）储备人才分两批参与

活动。第一批在上午进行人居环

境整治志愿服务实践，下午参加

专题教学和分组讨论，第二批则

反之。该活动也是狮山镇“青狮”

工程的首个培训课程，旨在推动

基层“后备军”勇于担当，敢于作

为，以主人翁姿态投身到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工作中去。

在专题教学现场，佛山市委

讲师团成员、资深社会工作者叶

永恒围绕“如何激活村（社区）党

员群众力量，共同参与乡村振兴

和人居环境整治”主题，深入浅出

讲解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现

实依据、狮山镇的乡村振兴情况

等，鼓励年轻干部冲在乡村振兴

的最前面。随后，大家就如何推

动人居环境整治进行分组讨论。

当天，两批人员先后来到沙

坑社区，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志愿

服务实践活动，协助村民清理房

前屋后的乱堆放等。现场，身着

红马甲的大家分组开展工作，这

边一组负责将砍下来的竹子分批

拉出窄巷运走处理，那边一组负

责迁移长期堆放在屋后的旧瓦

片，并按照规范堆放好。在相互

合作中，曾在村（社区）内参与过

人居环境整治的年轻干部还一边

干，一边和身边人谈论起了工作

经验。

2022年初，沙坑社区被确定

为佛山市第一季度人居环境检

查“明检”村，沙坑社区动员全体

村民共同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连日来，社区内的人居环境整治

热火朝天，而活动当天“后备军”

的加入，更让整治效能得到进一

步提升。

“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是长

久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参与其

中。”乐安社区储备人才、社区一

支部入党积极分子梁汉煊表示，

基层工作需要在了解群众情况

的基础上开展。接下来他将坚

持到实地走访的工作习惯，找准

工作的发力点，推动乐安社区发

展，服务狮山。

“本次培训班由狮山镇党建

工作办公室和党校精心设计，分

多个环节，鼓励你们在干中学，

在学中悟。”狮山镇党委委员曾

庆浩做动员讲话时表示，希望大

家可以深入了解中央有关农村

工作的政策和精神，研读近日发

布的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聚

焦乡村振兴，深入了解镇情村

情，以为群众干事的心态，将人

居环境整治作为狮山新时代乡

村振兴工作重要起点，持续深入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狮山镇“青狮”工程首个培训课程举行

“后备军”投身人居环境整治

■“后备军”协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乱堆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