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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通

讯员/狮宣摄影报道）3月31日下

午，狮山镇召开2021年清明期间

森林防火疫情防控安全保障工作

会议，提前部署工作，明晰各单位

部门工作职责，对存在的问题现

场提出解决方法，切实做好清明

期间群众祭扫暨疫情防控工作的

安全保障、优质服务和宣传引导

工作。

狮山镇委书记林健，镇、各社

会管理处领导班子和相关单位负

责人出席会议，镇委副书记、镇长

黄伟明主持会议。

清明将至，疫情防控和森林

防火工作进入关键期。狮山镇已

成立清明祭扫协调指挥部，下设

公共安全、交通安全、森林防火、

宣传工作、防控治疗等七个工作

组，严格按照部门职责分工及早

做好各项工作的准备。

在森林防火方面，狮山严格落

实“包山头、守路口、签责任、盯重点、

打早小”的工作机制，将责任落实到

村（社区）、经济社、山头及个人，确保

“山有人管、林有人守、火有人防、责

有人担”，严防森林火灾发生。

会议针对清明期间祭扫暨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应急预案进行

了商讨，对存在的问题现场给出

解决方法。如针对人手不足的情

况，林健要求各部门单位加强值

班，祭扫高峰期要加派至少50人

到南海华侨永久墓园支援。针对

个别墓园周边缺少水源、消防栓

水压不够的问题，黄伟明建议市

政部门提前用洒水车运输足够的

水进行储备。

“清明期间要进入一级备战

状态，思想要重视，工作要到位，

措施要落实，做好部署，打有准备

之战。”林健要求，清明期间，每位

干部都需要明晰自己的工作职

责，严格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要加

强人力的组织和统筹，48个有林

村（社区）要按照1:2:1的人手安

排规则，由重要领导带头，自上而

下地做好值守工作。没有山林的

27个村（社区），要抽调到各个墓

园协助值班工作。

“希望大家辛苦下，坚守岗

位，过个平平安安的节日！”黄伟

明表示，各责任单位要处理好硬

件设施问题、做好相关围蔽工作，

并在必要时进行适当的演练，确

保清明期间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据悉，今年清明期间（4月3

日~4月18日），狮山镇内各殡葬

服务单位将采取预约、错峰、限流

等措施。除4月3日~4月18日

外，各殡葬服务机构按常提供祭

扫服务，无需预约，请广大市民错

峰祭扫。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

摄影报道）“我们要把这些先进

经验带回去，全方位提升村民幸

福感。”日前，云浮市云城区组织

南盛镇、前锋镇党委书记、副书

记等人员，前来狮山调研考察，

学习乡村振兴、先进企业的经验

做法，深入了解狮山美丽乡村建

设的成效和经验。

当日，调研队由云浮市云城

区委常委、副区长、区委办公室

主任练立庆带队，狮山镇委副书

记刘伟民等陪同。一行人先来

到招大社区，在招大党建公园，

大家边走边看边记录，对于随处

可见的经验做法连连称赞。

其中，“织密三级党建网络，

共建幸福活力招大”的宣传栏引

人驻足观看。“三级党建网络即

社区党委+经济社党支部+党小

组，每个党员亮身份，网格范围、

情况，联系党小组成员等情况全

部公开。”招大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招国强介

绍，党建主题将党建文化与法

治、廉政、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实

现了党建阵地由室内拓展到室

外，让居民在玩中学，提高群众

向心力和凝聚力。

随后，一行人来到招大社区

新招边经济社，这里街道整洁干

净，以花木为主的村庄环境让人

觉得舒适。据悉，这里近期开展

了美丽庭院评比活动，家家户户

为了拿到“五星级美丽庭院”这

一荣誉，大力种花植树、美化环

境，扮靓自己的家园。

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招

大社区积极曝光卫生黑点，让各

经济社逐个认领清理；全面巡查

村中环境，以书记、干部带动党

员群众，发动工作人员全力参

与；压实村规民约与四大责任，

要求当地企业、商铺、村民守好

“责任田”；专门成立督查组，聘

请专业人士开展“三线”整治、绿

化维护等，实施日常巡查，实现

长效管理机制。

“这些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

借鉴，以党建引领发动、带领群

众共同参与、建设和管理，实现

共建共享、共管共治。”云浮市云

城区前锋镇委书记李永标表示，

党和政府的工作出发点是一切为

了人民，从人民的需求出发做好

相关工作，回去后会进行布局，全

方位提升村民幸福感。

最后，一行人来到佛山维尚

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听取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讲解企业的发展历

程、品牌理念、特色服务及创新举

措等，并参观了展厅、生产车间。

“乡村振兴非常值得我们学

习，对服务群众、企业这一块感

触也很深。”练立庆表示，结合本

次狮山之行，云城区将提炼、总

结更多经验和有益启示，取长补

短，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摄

影报道）“虽然当时意识到会有危

险，但既然看见了，不管怎样也要

将小孩救起来。”3月29日，回忆

起两天前救起5岁溺水小孩时的

场景，狮山镇狮城社区居民戴金

铁坚定地说。

3月27日下午5时多，一个

月多未回家的戴金铁正与外甥刘

国众一起在湖景湾小区散步，看

到小区内观赏湖里的鲤鱼很漂

亮，就拿出手机拍照。原本是在

凉亭围栏边，却发现不远处有一

群更漂亮的鲤鱼，走过去后，他隐

约发现有东西沉下去又浮起来。

“因为草木遮挡看不真切，我

和外甥就绕过去。‘救命……’当

听到一声微弱的呼救声时，我意

识到是有人掉进了湖里。”戴金铁

说，他立马放下随身物品，抢先刘

国众一步，一头扎进水中。

由于水比较深（约3米），戴

金铁跳下去后，整个人没进水

里。刘国众看见冒出头来的小

孩，便大声告知他方向。戴金铁

便半浮在水面，完全顾不上被划

伤的腿，一心想着救人要紧，急忙

游过去用一只手将他抱起。

大约1分钟后，小孩被救上

岸，由于抢救及时，只是呛了几口

水。全身湿透的戴金铁见小男孩

无碍，将其交给闻声赶过来的家

长后，便与刘国众默默离开。

据悉，被救起的是一名5岁

的小男孩，事发前与两个小朋友

在湖边玩耍，由于靠围栏太近不

小心跌落湖中，其中一个小朋友

冲回家中告知其父母，一起赶来

后发现孩子已经被好心人救起，

感动之余也被吓得哭了起来。

29日，湖景湾党支部书记刘

月嫦、业主委员会主任朱雪莲等

前往慰问戴金铁和刘国众，询问

戴金铁受伤的小腿有无大碍，并

为他勇救溺水儿童的行为点赞。

“很幸运，由于抢救及时，小

孩平安无事。”刘国众说，当时周

边已经没有人，而且位置偏僻，如

果不是他们过去看鲤鱼，也不会

发现掉落水中的男孩。

“感谢大家的关心，这些都是

举手之劳，相信每个人遇到类似

情况都会挺身而出。”戴金铁表

示，他的儿子是一名刑警，儿媳是

人民教师，平时家里都非常注重

好家风的培育，走到哪里都很乐

于帮助别人。他提醒小区居民平

时要看管好孩子，多进行安全教

育，提醒他们千万不能随意到池

塘边、河边等地玩耍。

“戴金铁见义勇为、乐于助人

的精神非常值得大家学习，我们

也会好好宣扬这样的好人好事，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刘月嫦

说，接下来，党支部会联合业委

会、物业公司进一步商讨安全保

障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避免类似

情况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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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云城区组织南盛镇、前锋镇党委书记、副书记等人员前来狮山调研

了解乡村振兴成效
学习先进经验做法

■湖景湾党支部书记刘月嫦、业主委员会主任朱雪莲前往慰问戴金铁（左

一）和刘国众（左二）。

■在招大党建公园，调研考察组边走边看边记录，对于随处可见的经验做法连连称赞。

■狮山镇召开2021年清明期间森林防火疫情防控安全

保障工作会议。

■南海华侨永久墓园清明交通管制示意图。

通讯员供图

扫码了解狮山

其他墓园交通

管制措施。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各级党组织的重

要政治任务，各‘两新’党组织

要把握好学习教育目标任务、

基本要求和核心要义，确保学

习教育组织到位、措施到位、落

实到位。”3月24日，狮山镇党

建工作办公室（以下称“狮山党

建办”）面向全镇“两新”企业党

组织书记、政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培训。狮山党建办主

任朱晓云动员与会人员迅速掀

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进一步推

动“两新”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上，南海区人大常委会办

公室四级调研员、佛山市党史专

家库专家谢晓云应邀担任讲师，

为学员们开展一场以中国共产

党在南海的革命历史为主题的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讲座从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

期、改革开放时期等五方面，对

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革命历史

进行通盘梳理和全面解读，为

与会人员了解党史打开了一扇

窗户，也提供了有益的方法指

导。

“南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辉煌篇章，也是新时代粤港澳

大湾区的闪亮明珠。”谢晓云立

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

论，结合丰富的史料、南海的区

情，生动讲述了南海波澜壮阔

的革命斗争历史以及发展历

程。

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与会人员一边参观狮山镇雷锋

纪念馆，一边聆听“身边的雷锋”

菠萝义工的故事。

“本次讲座尤其振奋人心！”

佛山市粤联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刘卫平表示，讲师

热情带动，内容深入详实。据

悉，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随着

南海区的改革和发展，公司在三

年间，足迹遍布南海区，目前在

南海拥有70多家驾校培训机

构。同时，该公司党支部每年组

织党员、群众参与爱心献血活

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企业责任。

为掀起“两新”党组织的党

史学习教育热潮，本次讲座不仅

“大咖齐聚”，还增加实地走访学

习环节。在狮山镇委党校的组

织安排下，培训共分两期，分别

在24、25日举行。25日的讲座

将邀请到原南海区委统战部常

务副部长刘文利担任讲师，并深

入佛山维尚家居制造有限公司

参观学习。本次讲座，将吸引

150名“两新”党组织书记热情

参与。

朱晓云表示，希望企业能够

结合实际，深入思考，充分运用

企业微信公众号、企业宣传栏等

宣传平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

今后工作取得更好成绩打下坚

实的基础。

狮山镇“两新”党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

充分运用宣传平台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