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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走心又走“新”
狮山镇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党史学习教育走心又走“新”
狮山镇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珠江时报讯（记者/金晓青

见习记者/杨少鹏 通讯员/关妙

心）狮山适龄青年注意啦，狮山

镇2021年夏秋季征兵工作已启

动。7月8日，狮山镇召开2021

年夏秋季征兵工作会议，全面部

署2021年夏秋季征兵工作，动

员各级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2021年夏秋季征兵工作任务。

会上，狮山镇委委员、镇人

武部部长关钧宜提出，狮山镇夏

秋季征兵任务比春季征兵任务

更重，需要补足大学生征兵数，

村居要积极动员适龄青年报名

参军，将有意向、有志向、敢作

为、敢担当的青年推选出来，激

发有志青年的参军热情。希望

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多沟通、多联

系，形成合力，无缝对接各项征

兵工作。

据悉，狮山镇今年征集男兵

任务数为93人（女兵由军分区

征集），其中大学生任务数为60

人，指导比例为71%，大学毕业

生为28人，指导比例为21%；春

季征兵完成41人，其中大学生

完成24人，比例为58%，大学生

毕业生5人，比例为12%。夏秋

季征兵全镇任务为52人。

南海区计划7月25日至8

月15日完成区级上站体检，8月

底前完成役前教育和政治考核，

9月初完成审批定兵。狮山镇7

月5日至9日召开全镇征兵工作

推进会及准备工作，7月9日至

15日各村居进行目测初筛，15

日前上报人员名单（初定3000

人及以下村居报 10 名适青，

3000人以上村居报不少于10

名适青上站初筛）。7月19至7

月23日镇初筛，8月底前完成役

前教育和政治考核。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林丽华 李宝珍 摄影报

道）和水泥、砌砖、除杂草……7

月10日上午，在狮山镇南浦村

内，三四十名工人同时开工，在村

中多处修建“四小园”。本月底全

部竣工后，这些“四小园”将成为

村中的崭新美景。

借助“四小园”项目，南浦村

全力落实乡村振兴项目、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全面提升村容村貌。

月底竣工
“四小园”将成村中新景

南浦村共有 4 个经济社，

常住人口约4000人，经济来源

以农业生产为主。其外围是一

片又一片农田，多被村民出租

出去，由承包者种植蔬菜或花

草。

在狮山镇南浦村党委委员

钟福盛的带领下，记者从村委

会出发，深入村中走访，每隔几

十米，就能看到刚建成不久或

正在建设的“四小园”。其大小

不一，数十平方米到两三百平

方米都有，清一色用水泥红砖

砌成低矮的花式围栏。这些

“四小园”多由村民闲置的屋

地、空地美化改建而成，有的原

本就种有龙眼等果树，有的则

由村民自行种上时令蔬菜，有

的则正在清理荒草。

“‘四小园’建设是南浦村乡

村振兴的重要项目，全部完工后

将成为村中一景，并提升村中环

境卫生。”钟福盛说，目前该村“四

小园”已初步完成七八个，另有五

六个正在抓紧施工建设，预计本

月底可全部竣工。

总投入500万元
全面提升人居环境

据悉，此次南浦村人居环境

整治总投入约500万元，除了建

设“四小园”外，还对村中环境卫

生进行全面整治、提升。

南浦村向来有“天光墟”的

传统。往日，每逢墟日，村民就会

在村委会旁的道路上设摊，摆卖

猪肉、鱼肉和蔬菜瓜果等，便民惠

民。但因无统一管理，摊位杂乱，

既影响出行，撤摊后又会留下不

少垃圾。为此，南浦村在村委会

旁的榕树头直联公园统一设置

了简易摊位，并由专人进行清洁

管理，在保留“天光墟”便民惠民

的基础上，更保证了村民“趁墟”

后留下干净的环境。

沿着榕树头直联公园，记者

走街串巷，一路可见不少路面都

同步开展明渠改暗渠工程，至今

全村共改造完成约800米的暗

渠。此外，在原村小学旁，一台挖

掘机正忙着推平危房，修整、复绿

土地。而村中一些池塘，正在安

装或已经安装上了崭新的金属

护栏，池塘边的烂泥地也铺设成

平整的水泥地。

“推平危房、安装鱼塘护栏、

铺设水泥地面，这些工程，不仅美

化了村中环境卫生，同时也为村

民带来了更加安全的生活、出行

保障。”钟福盛介绍，村中还专门

聘请了保洁公司保洁人员，负责

清洁村中公共环境卫生。

此外，南浦村还准备在闲置

地上开建停车场，预计可开发约

50个停车位。同时，该村计划在

路边合理规划更多的车位，确保

汽车停放有序。而对于农田里

用石棉瓦、铁皮等材料搭建的窝

棚，该村也正在约谈相关经营者，

要求其改成更安全、美观的板房。

“在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

村民都很配合，有些村民还主动

要我们帮他们清理屋内的旧物

件。”狮山镇南浦村党委委员李

宝珍说，政府加大对人居环境整

治的投入力度，将使南浦村逐步

消除“脏乱差”，全面迎来“洁净

美”。

接下来，南浦村计划通过增

添具有农村特色的墙绘等文化

设施，进一步美化村容村貌，增添

乡村气息，使南浦村更加美丽宜

居。

@狮山热血青年
报名参军报效祖国
@狮山热血青年

报名参军报效祖国
建设“四小园”乡村添美景

狮山南浦村投入约500万元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征 集 对 象

男青年：2021年年满18岁

至 22 周岁（1999 年 1 月 1 日至

2003年12月31日出生）（技工

院校高级班和预备技师班毕业

生年满18至22周岁，全日制普

通高校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

以大学生为重点征集对象，突

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

优先批准理工类大学生和备战

打仗所需技能人才入伍。已被

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及正在高校

就学的学生，职业院校（含技工

院校）取得国家认可的高级以

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

格证书）的毕业生、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具有大专以上文

化程度的青年，也应当征集。

女青年：2021年年满18至

22周岁；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

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

业生及在校生。

学 历 认 定

征集新兵学历数据以国防

部征兵办、教育部审核学历信

息为准；高级技工学院和技师

学院毕业生认定及有关数据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

平台为准。

报 名 时 间

男青年报名时间2021年4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女青年报

名时间2021年6月26日至8月

15日。

/ 链接 /

狮山镇夏秋季征兵要求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感悟初心

传承使命，重温入党誓词，讲授党

课……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

来，狮山镇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特

色鲜明的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进一步弘扬革命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创新方式方法，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心又走新。

/ 狮山塘联村 /
走进红色教育基地
感悟初心使命

7月11日，狮山镇塘联村旧

社、南社、北社、龙井、永安、燕溪

等经济社党支部，自发组织开展

“听党课、学党史、忆初心、强担

当”主题党日活动，组织40多名党

员到中共南海县委旧址参观，重

温入党誓词。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党员们

走进中共南海县委旧址进行参

观。文物展品、文献史料、图片

视频，全景展示了南海革命斗争

的建设历程和成就，党员们用心

感悟其中蕴含的革命精神。面对

一件件饱经沧桑的珍贵文物、一

张张定格历史的图片，85岁高龄

的老党员袁润广驻足沉思，回忆

起自己61年的党员生涯，向年轻

党员讲述革命战争的故事。在袁

润广的娓娓讲述中，大家感受到

了老一辈共产党员们不屈不挠、

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光荣传

统，牢记先烈遗志，扎实工作，切

实发挥党员表率作用。”党员黄国

钊感慨道。

记者现场看到，不少党员带

着孩子一起参观。“希望孩子可以

铭记历史，传承革命先辈们的精

神。”党员谭瑞敏带上孩子袁晓霖

一起参观中共南海县委旧址。“先

烈为了革命成功不怕牺牲、视死

如归，作为学生的我们要向他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努力学习，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之人。”袁晓霖分享

了参观感受。

参观结束后，在鲜红的党旗

下，党员们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

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一句句铿锵有

力的誓词，响彻在中共南海县委

旧址广场。

/ 狮山联和社区 /
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宣讲

为进一步增强党员凝聚力，

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掀起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

热潮，7月13日下午，狮山镇联和

社区邀请南海讲师团成员叶永恒

在社区居委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宣讲，给全体党员上一堂深

刻的党课。

“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

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叶永

恒以“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

心历久弥坚”为主题，从历史背

景、创立过程、伟人事迹等方面，

以生动的语言、扎实的理论功底

带领大家重温了中国共产党诞生

的历程，深刻阐述了党的初心使

命。联和社区党员纷纷表示，党

课内容丰富、论述深刻、观点突

出，对党员们进一步强化党性修

养、坚定理想信念起到积极作用。

随后，社区组织全体党员开

展“学党史 论初心”主题讨论。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拼搏奋

斗的历史。”狮山镇“两优一先”受

彰者、联和社区党委委员周杏颜

表示，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更加

坚定理想信念，更加自觉做到跟

党走。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一

名党员，2000年我加入中国共产

党，入党之后，更加坚定了为群众

办实事的信心。”联和社区岗五支

部书记吴铭恩说。此前，狮山开

展大规模核酸检测采样，作为党

员，他积极参与核酸检测采样的

志愿服务，深深感悟党员的初心

使命！

当天，联和社区党委联同驻

点团队为狮山镇“两优一先”获得

者吴绍文、李杜标、周杏颜等人颁

发证书。下一步，联和社区党委

将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以“两

优一先”为榜样，在学党史中坚定

理想信念、在悟思想中感知真理

伟力、在办实事中铸牢为民初心、

在开新局中担牢时代重任。

/ 狮山大圃社会管理处 /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7月14日下午，狮山镇大圃

社会管理处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干

部动员大会，对做好学习宣传贯

彻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推动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

狮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为不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

工作走深走实，狮山大圃从压实

政治责任、制定周密方案、抓好

学习培训、强化宣传意识、加强

督查指导五个方面着手部署落

实。如结合管理处实际与特色，

发挥片区南海大学城阵地作用，

抓好面向青年的宣讲教育，激发

青年“强国有我，请党放心”的担

当和志气。同时，要求全体党员

干部、社区书记在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下功

夫、求实效。

其中，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

面，要以更大的魄力推动改革开

放再出发，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全

方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把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作为重中之重，聚

焦做好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

圾处理、生活污水治理和“三沿一

口”环境整治等工作。强势攻坚

村级工业园改造，促进存量低效

用地再开发，实现“大拆除、大整

治、大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不竭动力。

动员大会后，紧接着开展了

“学党史、感初心”主题党课，邀请

佛山市南海区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团副团长、讲师谢晓云为大家授

课。

谢晓云以《伟大的征程，伟大

的奋斗，伟大的胜利》为主题，从

学习党史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四

史”概述、知史爱党爱国奋进、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等四个方面展

开讲授，与参会人员一同重温了

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

此次党史学习教育，让全体

党员干部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

勇担使命，攻坚克难，砥砺初心使

命，汲取奋进力量，不断实现狮山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狮

山高质量发展。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曾雯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

彭燕燕曾雯

通讯员黄毅曦黄颖

■老党员袁润广向年轻党员讲述革命故事。 珠江时报记者/曾雯摄

■村民修建门前小花园，美化自家也美化村容村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