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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态

新丰县开展关爱
特困单亲女职工活动

聚民心 暖人心
筑同心

本报讯 “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新
丰县总工会、县妇联联合爱心团体新丰工
会义工对该县特困单亲女职工进行走访
慰问，及时将党委政府、社会团体的关爱
和节日的问候送到特困单亲女职工的心
坎上。

陈某敏的丈夫两年前在建筑工地务工
时意外身故，两个女儿在读中学，一家人无
住房，只好在娘家居住。陈某敏依靠打零工
维持生计，生活较为困难。得知这一情况
后，新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
席陈小同率队对其走访慰问，同时还鼓励特
困单亲女职工自立、自强、自信，努力提升自
身综合素质以适应社会不断变化。

特困单亲女职工的生产生活、生存状况
时刻牵动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心，各级领
导也非常重视。新丰县有关领导指出，各有
关部门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力所能及为困难女职工排忧解难。此
次关爱特困单亲女职工活动由新丰县总工会
牵头，联合相关部门负责实施。主办方从建
档在册的困难职工数据库内筛选 19户特困
单亲女职工走访慰问，每户发放慰问金 1000
元，合计19000元。

开展关爱特困女职工活动旨在弘扬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全社会营造关爱贫困
母亲、关爱贫困家庭的良好氛围，让特困单
亲女职工们感受到党委政府、社会团体的关
怀与温暖。通过关爱特困女职工活动进一
步增强爱心团体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
力，引导广大女职工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更好的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李治文

曲江区投入200万元硬化城区
道路周边连接线

降低道路
扬尘污染

本报讯 连日来，曲江区城管局全力推进城
区道路周边连接线硬化工程，全力以赴打赢城区
周边道路扬尘整治攻坚战。

据了解，该工程主要对城区主次干道未硬化
的周边连接路口进行硬化，第一批路段投入金额
200多万元，对省道 S248线、环城路、狮岩路 3条
道路共 68个未硬化路口进行硬化。工程自 2月
27 日动工以来，区城管局抢时间、抓进度，加快
工程建设，现已完成 40多个连接线路口硬化，完
成总工程量的 70%，预计本月 15 日前全面完
工。工程完工后，不仅能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
还能有效解决城区道路周边连接线路面未硬化
导致的扬尘问题，有力降低城区周边道路扬尘污
染。

此外，为做好整治工作，区城管局还对 S248
线韶冶至转溪段和韶钢工业大道中间路侧石进
行刷漆，美化道路环境。 唐忠祥

近日，南雄市组织 30多名南雄籍在读大学生开
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主题活动，
通过走进新农村、参观新产业，让青年学生更好地了
解该市的新农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以
此激发他们热爱家乡、关心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感，
进一步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就业，为南雄改革发展
奉献青春力量。

实地参观 感受乡村振兴
当天，30 多名大学生先后来到湖口镇众田中草

药基地，珠玑镇角湾村、灵潭村，南雄市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南雄市人才驿站参观学习，实地感受家
乡的新发展和新变化。

5000亩中草药基地、珠玑镇角湾和灵潭村，是南
雄市新农村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该市按照“干净整洁村、美丽宜居村、特色精品
村”三个标准，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目前，珠玑
镇省级新农村连片示范建设工程，五个主体村的 58
个自然村已实现“两年基本完成”目标；全市已进场
施工的 365 个自然村中基本完工的有 225 个自然
村。在工程进度、资金使用、建设成效等方面，该市
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居
全省前列。此外，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该市通过打
造“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集中连片发展特色产业；
引导各类人才“上山下乡”，突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强化基层治理和乡风文明，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等措施，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南雄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是该市激发大
众创业、助力精准扶贫、推动电商发展的有效平台。
目前，电商中心入驻企业 66 家，成功孵化电商企业
13家。截至去年底，全市共开展电商培训 9期 375人
次，电商交易额达 14.9亿元，入驻园区企业网络销售
额达 4.2亿元，农产品上行 8540万元。

了解政策 致力家乡发展
“人才驿站”是南雄市去年底投入 2000万元建成

的一个集柔性引才、信息发布、产学研对接和休闲疗

养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才服务平台，是新时代
新常态下粤北山区人才引进培育新模式的重要探
索。在“人才驿站”，该市有关负责人与大学生对话，
探讨回乡就业创业的前景。

“我是学电子商务专业的，毕业后想回来加入电
商中心，请问可以获得哪些支持？”“我是农学类专业
的，毕业后想回家搞家庭农场，目前我市家庭农场发
展情况是怎么样的？”……

大学生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提出了回乡就业创
业的各种问题。“对到我市镇（街道）创办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实体经营主体的创新创业人才，符合
标准的，市里会给予生活补贴和创业绩效奖励。”该

市相关负责人一一回答了学生们的问题，并为大家
认真解读了《南雄市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南雄
市急需紧缺人才选拔管理实施方案》《关于发挥电商
党建带动作用助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扶持方案》
等政策文件。

“这几年来，从乡村到城区，南雄日新月异，我们
大学生也很愿意参与到新时代家乡的发展建设中
来。刚才我就认真了解了我们南雄出台的一系列政
策文件，觉得挺好的，也更加坚定了我回乡就业创业
的决心。”一名大学生说道。

董子龙 曾诚 段有慧 摄影报道

▲大学生了解南雄市创新创业平台。

▶大学生参观新农村。

浈江区依法开展
联合拆违行动
本报讯 近日，浈江区组织跨区联合拆违整

治行动，依法拆除新韶镇府管村委大黄村内 6处
违法建筑，共计拆除违法建筑物 12栋，违建面积
6000平方米。

据了解，本次行动所拆除的违法建筑均位于
新韶镇府管村委大黄村，经市自然资源局认定，
均属非法占地、违法建设，为依法打击“两违”及
抢建行为，浈江区委、区政府决定对上述 12栋建
筑进行强制拆除。

行动当天，联合执法队伍到达现场后立即对
建筑物内外进行了清场，并拉起了警戒线，确保
大型机械拆除作业的通畅运行和周边群众的安
全，整个拆除过程干脆利落、安全有序。经统
计，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近 200 名，执法车
辆 20台，大型机械 4台，共依法拆除 12栋违法建
筑物，违建面积 6000平方米，有效震慑了辖区内
顶风违建的行为和遏制了违法用地违章建设的
风气。

下一步，浈江区将继续加大拆违力度，对“两
违”建筑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加强宣传，加大巡
查和打击力度，将违法违规用地行为扼杀在萌芽
状态。

郑烁 刘林

仁化县着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74位农民圆了“大学梦”
本报讯 近日，仁化县组织 11个镇（街）的 174名

农民，到佛山科技学院进行为期 6天的新型职业农民
种养能力培训学习，着力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
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深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仁化县依托中国信息职业农民培育项
目，在全县公开遴选有意愿、有需求、有基础的 174名
农业从业者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委托广东省
农科院有关部门具体组织策划培育课程，着力培养一
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为期 6天的培育课程按三个模块开展，第一模块
为高校教学模块，由佛山科技学院的教授、博士为学
员讲授《乡村振兴战略解读》《农业品牌建设》《柑橘
黄龙病防控技术》等 7 门公共课和 1 门专业课课程，
这一模块可提高职业农民综合素质，还圆了农民的
大学梦。第二模块为电商教学模块，到英德积庆里
有限公司、广州广一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两家电商
基地（企业）参观、交流、学习，并聘请企业负责人讲
授农产品电商销售专题课，着力提升农民们的企业
管理、运营和销售水平，为学员提供农产品电商销售
和融资对接平台。第三个模块为农业实训教学，组

织学员到中山伟丰农场、广州市悦佳水果专业合作
社进行实训、参观、交流和学习，增强农民发展农业
的信心，学习和借鉴成功的农业企业生产经营模式。

通过 6天的培训学习，学员们感慨万分。“没有上
过大学是我这辈子的遗憾，作为农民的我，这次能够
圆了大学梦，坐在大学校园听教授讲课，不仅学到了
知识，也增强了发展农业的信心！”来自城口镇东光
村的返乡创业者黄常力激动地说道。

“以前都不敢说自己是农民，怕别人看不起，现
在不同了，我是新型职业农民，农民是我的职业！”董
塘镇红星村的朱建平自豪地说道。

来自丹霞街道康溪村的郑卫萍说：“参加这次学
习，不仅让我们开拓了眼界，激发了思维，也为仁化
未来的‘新农人’搭建了交流平台，促进资源共享，实
现抱团发展”。

通过申报、学习、考试考核，174名培育对象信息
成功进入中国新型职业农民学员信息管理系统，他
们将逐渐成为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的先行者、应用新
技术新装备的引领者、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践者，并成为仁化乡村振兴发
展的闪亮点。 谭玉玲 钟泰

浈江区车站街举办环保手工DIY活动

倡导家庭绿色环保理念
本报讯 为提高社区居民环保意识，展现社区妇

女心慧手巧，在妇女节前夕，浈江区车站街联合双百
社工站举办“巧手展风采，环保DIY”活动。

活动围绕绿色环保，鼓励社区妇女带来家中矿
泉水瓶、杯子、毛线、旧衣服等废品旧物，通过社工现
场讲解和展示，对废旧物品进行美化修饰变废为
宝。大家在社工人员的引导下，以毛线缠绕、粘贴等
方式，给一个个废旧矿泉水瓶、水杯重新包装定位，

让即将舍弃的废旧物品焕发出新的魅力。现场参与
群众看着手中得意之作，更激发了她们废物再利用
的积极性，纷纷主动尝试自己创作作品。现场互动
气氛热烈。

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女性精神文化生活，
鼓励家庭妇女自尊、自信、自强，更是以创新环保绿
色生活，聚焦家庭环保理念，倡导文明家庭风尚，助
力好家风的形成。 谢绮绮

始兴县深渡水瑶族乡深入
瑶族同胞村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与毒品斗争到底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开展禁毒宣传工作，加强

防毒、拒毒、禁毒意识，近日，始兴县深渡水瑶族
乡禁毒办联合县安监部门、乡计生、乡妇联、乡司
法所办等多个部门，深入长梅村纯瑶族同胞小组
开展禁毒宣传工作。工作人员通过拉宣传横幅、
派发禁毒宣传册子等，展示该乡强化瑶族同胞与
毒品斗争到底的决心，多方位宣传并留下涉毒线
索的举报方式，使瑶族同胞能在有涉毒线索的第
一时间反馈到乡禁毒办。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张贴宣传海报 8 份、派
发各种宣传单 50余份，横挂条幅 1张，以及派发
家庭实用类礼品。活动吸引了众多瑶族同胞了
解禁毒知识，现场气氛热烈。

现场活动结束后，瑶族同胞对此次活动给予
了肯定和赞扬，纷纷表示瑶乡容不下毒品，会为
铲除毒品、建设美丽平安瑶乡贡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量。

任雪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