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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生活服务

1 如有未曾入读公办小

学或初中起始年级且符合入

学条件的适龄随迁子女（小学

为2015年8月31日前(含8月

3日）出生年满6周岁；初中为

六年级应届毕业生），可在其

居住地所在村（社区）新市民

积分窗口为子女申请小学一

年级或初中一年级公办学位

新生排名。(夫妻双方同为南

海区新市民的，只需积分高的

一方申请即可）

2 必须提交的资料：填写

《2021年南海区新市民积分

入学申请表》；居民身份证、户

口簿原件及复印件；《广东省

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子女

《出生医学证明》和户口簿原

件及复印件。

3 选择性提交的材料:具

体可参考《2021年南海区新

市民积分及复印件计分标准

和证明材料一览表》。

4 向居住所在村（社区）

新市民积分窗口提交积分入

学申请资料并领取受理回

执。在积分入学的咨询受理

期期间，申请人到积分窗口一

次性提交积分入学申请材料

并领取受理回执。

5 镇（街道）积分办根据

镇（街道）教育部门义务教育

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工作日程

安排，联合镇（街道）教育部门

公布积分情况，并进行公示。

新市民可留意村（社区）受理

点或学校的宣传栏，也可登录

“南海区人民政府网”进行查

询。

6 镇(街道)教育部门根据

公布的入学指标数和排名情

况，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统

筹安排新市民子女入读公办

学校，新市民可留意村(社区)

受理点的宣传栏,也可登陆

“南海区人民政府网、镇(街)政

务网、拨打教育部门咨询。

狮山镇积分制服务咨询电话：

86688170

市、区积分制服务相关部门咨

询电话:

佛山市(积分办):83039280

南海区(积分办):86399529

区教育局(入学):86335456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

通讯员/唐映娉 摄影报道）3月

31日，狮山镇消防救援所揭牌

成立。这是佛山市开展消防救

援所建设的首批试点之一，是

探索基层消防工作“共管共

治”、消防队伍“共管共建”及

基层消防行政执法等消防安全

治理的新路子。

当天，揭牌仪式在狮山镇

政府举行，市消防救援支队副

政委陈博操、狮山镇镇长黄伟

明、区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教导

员吴秋华、区消防救援大队队

长何问添以及狮山镇分管消防

工作等人员出席。

据介绍，消防部门改革转

制后，佛山市的镇街普遍存在

消防行政执法权缺失、消防力

量薄弱、基础消防设施相对落

后、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战斗力

偏低等突出问题。

在此背景下，狮山镇坚持

问题导向，在市消防救援支

队、区消防救援大队的指导

下，结合狮山镇实际成立消防

救援所，由区消防救援大队和

狮山镇政府双重领导，统筹组

织全镇消防工作，形成以消防

救援所为中心，5支专职消防

队、各村（社区）及企业微型消

防站为支点的灭火救援力量

网，打通灭火救援处置的“最

后一公里”，实现火灾“灭小灭

早”。

陈博操表示，狮山镇消防

救援所挂牌成立，标志着狮山

镇消防工作和消防救援建设掀

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加快推进

新时代消防救援改革发展，使

镇街一级消防巡查队伍得到充

实壮大，有效解决镇街一级无

执法权的难题，强化对村（社

区）消防网格的指导督促，提

升基层火灾防控能力，切实打

通消防基层工作和灭火救援

“最后一公里”。他要求，狮山

镇消防救援所要充分发挥主动

作用大胆实践、持续探索，为

南海区其他镇街提供经验参

考，为南海区社会经济发展保

驾护航。

“在镇街成立消防救援所，

区消防大队会抽专业技术、执

法力量，协助狮山镇一起开展

消防执法，有效解决了执法

难、基层镇街消防监管薄弱的

问题。”黄伟明表示，狮山镇是

南海成立的第一个消防救援

所，各部门单位一定要全力支

持消防救援所的工作，开拓作

为、大胆创新，进一步推进南

海区消防安全治理“共管共

治”试点工作，积极探索基层

消防行政执法新模式，为全市

消防安全治理“共管共治”提

供经验和模板。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曾

雯 通讯员/麦国辉 陈嫦娣）“天上

会掉馅饼？就算真的有，也要看

看能不能吃。”3月26日，佛山市

公安局南海分局松岗派出所联合

狮山镇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狮

山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松岗校区在

狮山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松岗校区

三楼举办防范电信诈骗宣讲活

动，30多名义工认真学习反诈骗

知识。

什么是“断卡”行动？为什

么要“断卡”？“‘实名不实人’的电

话卡，不但被犯罪分子用于电信

诈骗，还会被用来实施网络赌博

等犯罪，这些犯罪所得的钱款大

部分都是通过买卖的银行卡或

者第三方支付账户走账，难以追

查和打击。”松岗派出所综合室副

主任郑剑辉说。民警还就当前

涉及“两卡”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的打击对象、诈骗手段及防范

等方面，向志愿者详细讲解。

“将个人重要证件借给他人

开办电话卡和银行卡将会留下

后患，大多数都被用于洗钱、网络

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这将会影

响个人征信，后果严重的将承担

刑事责任。”在提醒志愿者做好个

人信息保护的同时，郑剑辉结合

当前发生在身边的电信诈骗案

例逐一剖析。

“450万元以一分钟的时间

转账到130个账户，最终我们只

能追回3.2万元，你们想想现在

的诈骗技术有多高超。”随后，松

岗派出所副所长梁世启以亲身

经手过的案例进行分析，并提醒

志愿者要时刻保持警惕心，同时

也号召志愿者把所学的反诈骗

知识传播给家人和朋友，提高居

民对电信诈骗的认识，强化居民

的安全防范意识。

“总能听到有人被骗的消

息，感觉自己有辨别能力，但参加

这次活动才发现，电信诈骗真的

防不胜防！”志愿者杨小环告诉记

者，通过此次活动，她对电信诈骗

有了更加详细的了解，更不敢掉

以轻心。同时，她还会提醒身边

的亲朋好友，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受骗。

郑剑辉表示，接下来，松岗

派出所将与狮山镇青年志愿者

服务总队成立志愿者反诈志愿

联盟，发动全体志愿者协助派出

所开展反诈宣传工作，不断扩大

宣传覆盖面，提升群众防诈意识。

狮山镇消防救援所揭牌
探索消防安全治理新路子，提升基层火灾防控能力

狮山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讲活动

志愿者学反诈骗知识

■3月31日，狮山镇消防救援所正式揭牌成立。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地段划片具有很强的严肃性，不

要受楼盘的销售广告影响，一切以教育部门公布的招生方案为准；

家长（监护人）要确保所提交的所有入学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如果

提供虚假材料或通过其他弄虚作假的方式取得学位，一经查实，取

消入读资格，家长（监护人）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4月9日前后
2021年公办招生方案即将公布，家长要提

前准备好所需材料

●入学对象
小学一年级新生招生对

象：户籍地为狮山镇的年满6

周岁以上（2015年8月31日

及之前出生）的适龄儿童；符合

招生条件的年龄满6周岁以上

（2015年8月31日及之前出

生）的非狮山镇户籍适龄儿童。

注意，未满6周岁的儿童

不能报名入读小学一年级；现

已就读小学一年级并拥有学

籍的儿童，不能再申请读小学

一年级。

初中入学对象：户籍地为

狮山镇的2021年小学六年级

应届毕业生；符合招生条件的

非狮山镇户籍的2021年小学

六年级应届毕业生。

●生源类型界定
狮山镇户籍学生是指在

对应学区学校报读的狮山镇

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狮山镇

政策性借读生是指以政策性

借读生入学申请条件提出申

请，且经狮山镇教育发展中心

及相关职能部门审核通过的

在狮山镇居住的非本镇户籍

适龄儿童少年。狮山镇普通

借读生（积分生）是指符合积

分入学申请条件，在狮山镇参

与积分入学排名入围的新市

民子女。

●报名时间
今年狮山镇招生方案公

布时间为4月8日。具体报名

时间届时详见狮山镇发布的

招生方案（预计于4月9日前

后正式开始网上报名）。届时

请留意关注以下网址和微信

公众号：

（1）南海区人民政府网-组

织机构-区教育局-办事指南

http://www.nanhai.

gov.cn/fsnh/wzjyh/jyj/

bszn/

（2）“南海教育”微信公众号

（3）狮山镇微信公众号：

【南海狮山】【狮山教育】

●报名方式
采取先网上报名，后现场

确认的方式进行。网上报名

操作指南请留意南海教育局

在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

布的消息（预计4月2日前后

发布指南）；现场确认和现场

提交材料确认将由狮山镇教

育发展中心指导各学校根据

网上报名和审核情况，分期、

分批预约家长到校确认。

备注：没有接到学校通知

的家长请不要贸然前往学校

提交资料，避免不必要的人群

聚集。

●关键材料准备
户籍生：户口本。

政策性借读生：政策性条

件证明材料（具体以狮山镇

2021年4月份公布的招生方

案要求为准，可部分参考佛府

办〔2019〕11号文中的材料要

求先行准备）。

普通借读生（积分生）：狮

山镇有效居住证、积分入学计

分项证明材料（具体请详阅

《佛山市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

理办法》（佛府办〔2018〕45

号））。积分入学申请条件和

流程等请咨询狮山镇街积分

办，具体报名材料以狮山镇后

续公布的方案要求为准。

●录取安排
狮山镇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学位的安排次序是：先户籍

生→再政策性借读生→后普

通借读生（积分生）。先满足

户籍生，再到政策性借读生，

仍有学位剩余的再安排积分

入围的普通借读生。

★注意：户籍生由狮山镇

教育发展中心就近或相对就

近安排入学；政策性借读生的

学位由狮山镇教育发展中心

统筹安排；普通借读生（积分

生）的招收名额视学位情况而

定。

近日，2021年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报名注意事项发布，4月8日将公布招生方案，4

月9日前后正式开始网上报名，请各位家长请提前做好准备。此外，有新市民对于积

分入学是如何计分存在疑惑，本期将为您一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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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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