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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洁 通

讯员/关雅诗)11月22日，南海

区妇联召开全区妇联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会议，传达

贯彻省、市妇联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会议精神，动员部

署全区妇联系统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工作。

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颖

雯从充分认识党的二十大的重

大意义，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核心要义以及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

想、新战略等方面作专题宣讲。

会议指出，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全区各级

妇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要全面学习、全面

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凝聚奋进新征程的巾帼力

量，奋力推进新时代妇女工作高

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聚焦思想政治

引领，在广大妇联干部和妇女群

众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

活动，用好线上线下宣传平台开

展“巾帼大宣讲”活动，在全区广

大妇女群众中掀起学习宣传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传宣讲热潮。

要聚焦服务中心大局，推动党的

二十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在

妇联系统落实落地，抓好“活力

巾帼 奋进建功”系列巾帼建功

活动；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依法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加

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挥妇女

独特作用，深化实施“家家幸福

安康工程”；全面推进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争创省、市儿童友好

示范区，让儿童友好成为社会共

识。要聚焦妇联组织改革与建

设，有效发挥妇女组织桥梁纽带

作用，不断增强妇联队伍的能力

和活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宋媛媛)日前，西樵镇妇

联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专题培训会。

当天，在西樵镇党委委员、

妇联主席陈燕红的带领下，西樵

镇各村居妇联主席共同参观镇

委党校展厅，并重温入党誓词。

“党的二十大报告思想深

邃、内涵丰富，系统总结过去五

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

变革，科学谋划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

任务。”陈燕红提出，各村居妇联

干部要原原本本读原文、认认真

真悟思想，铭记“三个务必”，做

到“五个牢牢把握”，把二十大精

神学到深处、落到实处。要以更

大力度推进大学习大宣讲和大

宣传；以更大力度促进妇女在高

质量发展中共建共享；以更大力

度在抓好落实上下功夫。

珠江时报讯（记者/许可可

通讯员/霍小君摄影报道）昨日，

记者从南海血站获悉，该单位近

日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授予“全

国红十字模范单位”称号。广东

省有11家单位获此殊荣，佛山

市两家单位上榜。

南海血站成立于1998年9
月，主要承担南海区的采供血任

务。一直以来，南海血站积极开

展红十字会相关工作，成立至今

已接受超过60万人次参加无偿

献血，献血量超过 150吨（超

1.5亿毫升）。全区无偿献血

100%满足临床用血需要，无血

液安全事故发生。

为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让

更多市民了解无偿献血、积极参

与无偿献血工作，血站利用线上

和线下活动相结合的形式，积极

开展献血宣传。成立了“南海献

血志愿服务队”，紧紧围绕“宣

传、服务、献血、招募”四大主题

开展志愿服务。服务队曾获评

广东省、佛山市的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

今年6月，“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广东省管理中

心南海工作站”在南海血站成

立，开展在市民中招募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目前，已有超过70
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成功登记

入库。

此外，南海血站还积极开展

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普及工作，

推动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进村

居、进校园，不定期举行救护讲

座、救护操作演练等。血站全体

医务人员均取得“红十字救护员

证”，共同弘扬“人人学急救、急

救为人人”的新时代文明新风

尚。

南海血站获评
“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

西樵镇妇联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会

原原本本读原文
认认真真悟思想

南海区妇联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泊位智能化改造
优化收费价格体系

根据区政府统一部署，大力

推进路内停车泊位的智能化改造

并开展停车收费，由区国资局下

属金盾公司牵头整合全区路内停

车泊位资源。目前桂城街道、狮

山镇、大沥镇、西樵镇共完成

10973个路内停车泊位的智能

化改造并开展停车收费。

与此同时，针对群众反映热

烈的路内停车收费问题，区发改

局通过座谈、调查和市民反馈意

见，编制停车收费调查问卷，深入

分析意见后，优化路内停车收费

价格体系，形成路内停车收费标

准修订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区

各有关单位、各镇（街道）、社会各

界意见后，于2022年9月15日

起正式执行2022年版道路停车

泊位收费。

新版标准重点突出“一二类

设置比例合理，路内停车与路网

交通运行动态协调”“快停快走免

费，短时停放低收费，长时停放递

增收费”“路内高于路外，拥堵时

段高于空闲时段”等原则，适当降

低道路停车泊位收费的起步价和

时段最高限价，实施更高区分度

的阶梯加价制度，并适当平衡夜

间短时停车需求和周边小区居民

夜间停车需求，获得市民好评。

接下来，南海区将进一步围

绕“精准供给”与“精细管理”两方

面牵头开展工作，推进停车设施

建设，加大停车供给力度，深化停

车精细化管理，盘活现有停车资

源，提升群众停车服务体验。

“自从有了这个立体停车楼，停车方便多

了！”家住南海区九江镇的李先生坦言，今年九江

医院新建了两栋立体停车楼，就医停车不再是一

件麻烦事。

这是今年南海区“停车难”纾解工程彰显成效的一个缩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2022年，南海区将纾解“停车难”这一群众关心问题列入年度十大民生

实事项目，由区镇两级联动、多个职能部门协作，围绕“完善体系、优化供给、智慧赋

能、深化管理”4个方面统筹实施“停车难”纾解工程，逐步建立科学高效且适应南海

发展的停车建设管理体系，实现停车治理与城市治理协调发展。

南海实施“停车难”纾解工程

今年新增停车泊位25764个

今年以来，南海区通过“在

存量上注重挖潜赋能、盘活优

化；在增量上注重科学布局、集

约高效”的思路，出台一系列促

进停车位建设的文件，推动建筑

物配建停车设施，结合桥下空间

改造项目新增公共停车泊位，在

重要商贸物业、医院、城区路段

等地方扩增车位25764个，其

中公共停车泊位9383个，有效

缓解了停车矛盾，实现停车管理

更高质量、更加顺捷、更有效率。

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南

海区进一步简化建设机械立体

停车设备审批流程，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立体停车设备建设。如

今，黄岐医院、九江医院增加了

立体停车设备，群众就医更加方

便快捷，改善了“就医停车麻烦”

的情况；商圈停车位供给更为充

足，停车场内“游车河”“乱停乱

放”状况得到有效改善，大大提

高了市民的消费意愿，为区域经

济发展注入活力。

针对村居停车难的问题，

区农业农村局对农村机动车停

放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完成南

海区农村机动车停放问题的调

研报告，并积极开展“三清三拆

三整治”“三沿一口”重点区域整

治等工作，经过卫生黑点整治

和道路硬底化，把原本杂草丛

生的垃圾堆放点改造成小型停

车场，共新增停车位2804个，

有效缓解村民停车需求。

而针对老旧小区停车难的

问题，区住建局则采用内部空

间挖潜为主、周边空间挖潜为

辅的治理手段，优化小区车位

布局，整治已挪作他用的机动

车停车设施，在符合规划、消防

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利用

各类边角空地，科学合理施划

机动车停车泊位，对有条件的

小区增加停车位。目前已有

39个老旧小区的停车治理项

目完工，新增停车位共159个。

城区夜间停车方面，区交

警部门通过深入调研、全面摸

排，因地制宜、一路一策，选定桂

城三山基业花园谊滨路、九江

明达路、罗村状元路北湖三路

至金湖三街南侧路段、丹灶海

口站涌南路等4条道路试点夜

间停车。4个路段均已完善相

关标志标牌设施，周边居民“停

车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曾

雯 通讯员/狮宣）11月24日，狮

山镇组织20多个村（社区）党委

书记，前往西樵镇实地参观大地

艺术节太平墟（老街活化）、儒溪

村艺术点位，旨在借鉴大地艺术

节核心理念及方法，重焕千年官

窑古驿新活力，赓续千年文脉，全

力打造大湾区城产人文融合典

范，为现代化活力新南海作出狮

山担当。

古驿道见证南海千年繁华
11月17日，南海区召开全

区文化发展大会，提出构筑“三

带三区”文化发展新格局，狮山

在郁水官驿文化带中占有重要

地位。

在“三带三区”文化发展新格

局中，大桃园产城活力区是南海

文旅产业发展的极核之一，将以

官窑古驿（七甫、瑶头、文头岭古

窑址和官窑十里长街、石门、西

华）为核，以“五河”为脉（西南涌、

白泥水、水口水道、里水河、雅瑶

水道），联动贤鲁岛、广佛青创城、

梦里水乡、万顷园艺世界、南国桃

园、东风田园、大学城片区等文旅

生态和青年创新资源，焕发千年

古驿、省佛通衢新活力。

官窑古驿见证南海千年繁

华，历史上曾设有递铺和水驿，是

进入广州城的重要交通枢纽，并

在其周边形成繁荣墟市。“以前这

里好旺的，杂货铺、凿石匠、茶楼、

邮铺、驿馆等店铺林立，圩内人口

过万，繁华一时。”陈炳松说。陈

炳松是地道的官窑人，曾是《官窑

志》主编，79岁高龄的他，用一首

诗谱写官窑古驿道曾经的烟火与

繁华。“十里长街十里商，繁荣景

象不寻常。五代十国陶碗在，又

见当年南汉和。”

艺术节让古村成“网红”
立足于时代之呼唤，如何赓

续狮山千年文脉，重新焕发千年

古驿道的繁华与活力？

24日下午，狮山镇人大主席

刘伟民，镇委委员杜殊同、罗徽、

钱通，以及20多位村（社区）党委

书记，冒雨实地参观听音湖水上

栈道、瀑布堤岸、儒溪村、太平旧

墟等处。

“南海大地艺术节共设8个

艺术分区，儒溪村是其中一个区

域，很多独具特色的艺术展品吸

引了很多人前来参观，让我们村

增加了曝光度，成了‘网红村’。”

儒溪村相关负责人介绍儒溪村因

大地艺术节成功“出圈”的经验。

通过南海大地艺术节这扇

窗，参观的村（社区）党委书记们

切身感受到了文化和艺术在乡村

振兴中起到的作用，也引起了大

家的思考：我们村（社区）应该用

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去呈现，广泛

发动村民参与，促进乡村共建共

治共享，探索一条文化艺术与城

乡融合发展的创新之路。

建设古驿道文化长街
赓续千年文脉，激发官窑古

驿道新活力。对照儒溪村的成功

经验，狮山坚定了这一举措：构建

古驿道经济带文化带，以古驿道

为线，以儒商文化、历史遗迹为

珠，以文脉串珠引线，建设成一条

集文化体验、娱乐休闲、商业居住

等多功能业态于一体的古驿道文

化长街。

“‘三带三区’的提出，对官

窑旧城区的建设是一个振奋人

心的信号，最近我们也在链接各

种文旅团队实地考察，也与西樵

山书院、清华文创院做了深度的

合作交流。”杜殊同介绍，镇委镇

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谋划，摒弃传

统旧城改造的做法，以挖掘弘扬

“驿路文化”为统领，将焕新传统

文化贯穿始终，打响狮山贯彻落

实“三带三区”新格局的头炮。

狮山将通过基础建设、文旅项目

等，把整个官窑和松岗片区的活

力带动起来，并充分利用省市区

给予的优质资源，以官窑南站为

核心辐射大桃园产城活力区，盘

活整个片区。

建设文化长街激发古驿道新活力
狮山组织村（社区）书记到西樵取经，探索文化艺术与城乡融合发展创新之路

■南海血站将献血车开进各单位、社区、村居。

开展泊位建设 增加停车供给

优化车位布局 缓解居住区停车难问题

文/珠江时报记者吴志恒通讯员孙加鹏

■狮山镇各村（社区）党委书记在西樵镇儒溪村参观由旧屋改造成的艺术品。 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