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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平安人寿”）召

开“御享盛世，稳赢未来——平安

人寿2023年财富盛会”。本次活

动深入探讨大变局时代下的财富

规划相关议题，并发布“平安盛世

金越（尊享版）终身寿险”“平安御

享财富（2023）年金保险”和“平

安御享财富（2023）养老年金保

险”三款产品。

近年来，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日

趋向“稳”，品质养老需求也日益提

升。为响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战略及“建设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号召，平安人寿推出增额终身寿

险、养老年金保险产品，旨在帮助

客户抵御不确定的市场变化，穿越

周期，守护未来有品质、有尊严的

长寿人生。此次面世的“平安盛世

金越（尊享版）终身寿险”“平安御

享财富（2023）年金保险”和“平安

御享财富（2023）养老年金保险”

分别隶属于公司产品纬线中的“盛

世”和“御享”这两个系列。三款产

品可为客户提供攻守兼备的产品

选择，帮助消费者尽早规划、提前

储备，保障未来高品质生活。

平安人寿总精算师孙汉杰表

示：“客户日益多元的健康保障、

财富管理需求，以及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平安努力追求的方

向。我们始终秉持‘专业，让生活

更简单’的理念，为客户提供‘省

心、省时、省钱’的产品与服务，让

客户健康有保障、养老有尊严、生

活有底气。” （佛山平安人寿）

平安人寿推出三大产品 为客户守护稳稳的幸福
推广

珠江时报讯（记者/丁当 通

讯员/梁铭钊）为了吸引顾客，商

家在市场前私设拱门，并在道

路两边插满彩旗……这一行为

存在安全隐患，可能会给行人

或车辆带来影响。11月7日，

桂城综合行政执法办映月中队

执法人员在巡查期间发现某市

场经营者未经批准擅自张挂悬

挂宣传品，现场责令其立即整

改。

当天上午，桂城综合行政执

法办映月中队执法人员开展日

常巡查，发现某市场前设有2个
充气拱门，周边插满彩旗。拱门

和彩旗随风飘摇，不仅遮挡视

线，还随时有倾倒风险，影响路

过的行人和车辆，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

执法人员立即到市场内调

查了解。原来，该市场升级改造

后于11月6日重新开业，为吸

引顾客，市场经营方在未经批准

的情况下，擅自在周边插上彩旗

并设置拱门。执法人员当即对

市场负责人进行相关法律法规

宣讲，责令其立即撤走彩旗和拱

门，并出具《询问调查通知书》，

待作下一步处理。

执法人员表示，擅自设置

充气拱门、插设彩旗、拉挂横

幅、张贴小广告等情形时有发

生，这些行为看似平常，但不仅

影响市容市貌，还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根据《佛山市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相

关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

批准不得擅自张挂悬挂宣传

品；不得擅自在城市建筑物、设

施以及树木上乱写、乱画、乱

刻、乱张贴。

一直以来，桂城综合行政执

法办坚持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

及时整治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

等的行为。同时，不断强化普法

悉法，引导商家自觉遵守“门前

三包”责任制相关要求，杜绝乱

拉挂、乱张贴等行为，共同营造

安全、有序、文明的城市环境。

违规搭设拱门彩旗 市场方被责令整改
桂城综合行政执法办提醒，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张挂悬挂宣传品

狮山开展区、镇安全生产联
合执法检查

检查重点行业领域
确保安全生产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通讯

员/袁裕兴 唐映雯）11月8日，狮山

开展区、镇安全生产联合执法检查，

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狮山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南海区应急管理局与狮山镇应

急管理办公室执法人员分成4个检

查组，对镇内危化品、熔铸、有限空

间、粉尘涉爆等重点行业领域企业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在佛山市南海区某铝业有限公

司，检查组发现企业主要存在有限

空间标志需完善、员工食堂要安装

煤气警报器等细节问题。执法人员

现场指导企业如何整改，消除安全

隐患。

“‘有限空间4条’除了第四条

不涉及承包单位外，其他三条均符

合标准！”在佛山市某食品有限公

司，检查组主要根据工贸行业企业

“有限空间4条”现场安全检查项目

清单开展检查，并向企业提出要增

加应急设施设备、完善应急预案、电

箱应安装警示标志等整改建议。

当天，4个检查组共检查了12
家企业。针对存在的问题，狮山镇

应急管理办公室将出具整改文书，

并派专人跟进指导企业如何整改。

接下来，狮山将切实增强工作

主动性和针对性，发扬不怕疲劳、连

续作战作风，持续开展岁末年初安

全生产工作，强化联动，明确工作标

准，严格执法，消除一批安全隐患，

落实整改等一系列工作形成闭环，

把安全隐患整改工作落到实处，确

保全镇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员工盗卖工厂铝材
警方仅用一天破案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通讯员/

和明华）因为企业工资福利降低，想

赚点外快无可非议，但狮山小塘某厂

的两名员工却打起歪主意，盗窃存放

在厂区的3吨铝材废料后变卖获利。

接报后，南海公安民警仅用一天就破

获该起盗窃案，抓获两名嫌疑人。

11月1日，小塘某门窗厂一负

责人到小塘派出所社区警务队小塘

分队报警称，其存放在厂区的3吨铝

材废料不翼而飞，询问厂区安保人员

并未发现有陌生人员出入厂区。

接报后，民警迅速到场查看，并

调取相关监控视频进行分析研判。

视频中，出入工厂的一辆面包车引

起了民警的注意。民警循线摸排，

发现该厂两名工人形迹可疑，有重

大作案嫌疑，并于11月2日将两名

涉嫌盗窃的嫌疑人抓获。

令门窗厂负责人惊讶的是，这

两名工人都是该厂的中层领导。原

来，嫌疑人聂某是该厂一车间的生

产助理，而蒙某是该车间的技术班

长。两人在工作之余闲聊时，说起

如今工厂效益不好，工资福利降低，

于是打起偷工厂铝材废料赚外快的

主意。两人下班后来到堆放铝材废

料的地方，合力用叉车将铝材废料

搬到小货车上。紧接着，两人将盗

来的铝材废料转卖给事先联系好的

铝材废料收购者，共获利3万余元。

目前，聂某、蒙某因涉嫌盗窃罪

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企业招聘员工要注

重学历、经历，还要注重品行和表

现。同时，加强物防、技防措施，完

善并落实好管理制度。如果发现企

业财产被盗，请及时报案。

两年前的4月，桂城街道组织机关各办局、各

社区负责人前往夏南一社区调研，召开第一场乡村

振兴现场推进会。经过第一轮“三清三拆三整治”

后的村容村貌变得干净整洁，大家凭借大街小巷的

一幅幅规划效果图，构想着未来的景象。

两年后，记者再走进夏南一社区，规划效果图

变成了现实，风景宜人的一河三岸、靓丽迷人的水

乡夜景、人气飙升的网红地标，还有文思广场、清风广场、龙船会、安宁桥……夏南一社

区在党建引领下，率先跑好乡村振兴新赛道，脱胎换骨，成为美丽宜居的农村示范。

粮仓变“网红”一河三岸美如画
桂城夏南一社区在党建引领下，跑好乡村振兴新赛道

跟党走、当先锋，让夏南

一社区的群众感受到了“看得

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幸福”。

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产

业空间“大变身”，就要推进整

村改造，科学规整土地资源，

重塑夏南一格局。

这里既是千灯湖东拓的先

锋社区，也是映月湖片区的核心

区域，整村改造项目以超90%
的通过率完成了改造意愿表决。

根据规划，夏南一社区将

一改往日的低值厂房和工业

地，重点将现有的土地实现集

约化利用，改造成多层现代化

厂房或写字楼，产业建筑面积

从23万㎡增至96.22万㎡，

大大提高空间利用率，促进产

业聚集化发展。未来，智能工

厂、企业总部等进驻夏南一，

将带动园区升级，让社区开启

城市新面貌，为映月湖片区高

质量发展加速。

此外，该项目还将重点改

造升级村落，为居民建设安全

舒适新社区，同时完善商业配

套，让人们在社区内就能享受

一站式体验新生活；未来，社

区还将新建1所初中、2所幼

儿园，迁建夏南小学，让夏南

一学子就近入读好学校。

“夏南一将继续跟党走、

当先锋，在乡村振兴这条赛道

上走得更快、更好、更稳。”夏

南一社区党委书记郭铭炽信

心满满地说。

“当示范，就是要摸着石

头过河，不断尝试，不断碰壁，

不断前行。”夏南一社区党委

副书记黎准湛说，他们坚持的

是“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行动

迅速、干部担当”，做好打“持久

战”的准备。

两年来，夏南一社区党委

将组织建在网格上，让党员融

入群众中；构建了社区党委、

村组党支部、户联系党小组三

级党建网格，下沉到每个村组

开展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社

区党委作为第一级网格负责

网格内的党群组织，党支部作

为第二级网格实施党员先知

先议先决，户联系党小组作为

第三级网格通过党员倾听群

众声音和联系群众。通过建

强三级党建网格，实现党员主

动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充

分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

带头作用。

尤其在“三清三拆三整

治”阶段，“回潮”现象很严重，

社区党委作为第一级网格，定

期组织对辖区内8个自然村全

面开展清理工作。在社区层

面，每3个月回巡整治一条村，

逐村逐户动员和清理；在日常

巡查中，党支部带领“三清理”

巡查专责队伍根据《夏南一社

区自治公约》的相关要求，每天

对社区内各村小组进行巡查，

一旦发现有乱摆放杂物现象出

现，立刻处理。同时将清理出

的部分闲置用地复绿，建成口

袋公园，美化居民居住环境。

支部党员、监理事、居民

代表、妇女代表、志愿者等群

众骨干组建第三级户联系党

小组网格，党员牵头做组长，

带动小组内干群一起参与乡

村治理，成为夏南一社区乡村

振兴中的重要力量。“哪里需

要我，我就到哪里去！”有近50
年党龄的郭志伟，一次次站在

了社区清洁、防疫一线，联系

走访群众、宣讲政策法规、化

解问题矛盾。

市后村监理事郭炳基带

领社区青年、亲子家庭动手美

化闲置地，让此前无人问津的

烂地荒地摇身一变成为500
多平方米的多彩涂鸦小公园；

居民卢沛增自发用木雕艺术

品和鲜花盆栽装饰三圣河，每

天擦拭门前河涌的栏杆……

从佛山一环海五路路口驱

车下来，就可以驶进夏南一的

村道。这个本应尽享交通红利

的地方，却曾因厂房低端低值，

导致集体地块租金较低。

“这条一环进来的路，以前

是旧圩的市集，是村里最热闹

的地方，老人们都喜欢坐在这

里讲故事。”夏南一 70岁的老

人郭志伟回忆道，但后来环境

太差了，大家都关上家门不出

来了，还有很多人选择搬出去

住。“近两年，乡村靓了，人又多

起来了。”

郭志伟说的这条路，正是

外界进入网红打卡点夏漖粮园

的必经之路，满目苍翠，清风拂

面。沿路商贾络绎不绝，邻里

热情问候，孩童嬉闹玩耍，老人

们坐在河道旁、榕树下乘凉拉

家常。

“紧抓乡村振兴，是我们夏

南一能迎头赶上、加速发展的

重大机遇。”夏南一社区党委书

记郭铭炽说。自桂城启动乡村

振兴工作后，夏南一社区党委

紧跟步伐，把握机遇，在 2019
年被列入桂城街道乡村振兴首

批示范社区和南海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特色精品示范村后，

乡村振兴工作按下了“快进

键”。社区党委积极落实上级

乡村振兴工作统一部署，及时

挖掘梳理本土资源，摸清群众

诉求，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夏南

一乡村振兴路子。经过两年建

设，区、街道、社区投入超5000
万元，打造了滨河慢行系统，提

升龙船会、修复安宁桥、建造村

史馆，打造文思广场、清风亭广

场及公园里，改造环溪机电站，

打造文创示范区，创作墙体涂鸦

彩绘，形成了一条特色文旅体验

线路：文思广场——滨河慢行系

统绿道——捌间体育公园——

夏漖粮仓——夏南一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环溪安宁桥，一

步一景，串珠成链。

时隔多年乡村又热闹起来

牢牢抓住三级党建网格“牛鼻子”

文/珠江时报记者曾蓉 通讯员赵曼

■环境优美的夏南一社区。 （资料图片）

■执法人员责

令当事人立即

整改。

(通讯员供图)

党建引领 重塑夏南一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