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以来，麻章区积极探索非公企业
党建新思路新举措，通过有效实施“四服
务法”，拓展党组织在麻章工业园区的政
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推动非公企业党建工
作走上持续改善、规范提质的轨道，充分
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有效服务麻章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实现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共赢。

目前，麻章工业园区已有企业180多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8家、高新技术企
业11家、超亿元企业22家，已形成装备制
造、商贸物流、建材家居、医药、信息、饲
料、水产品加工、科技服务等八大产业为
主的产业集群。2018年园区税收达5.47
亿元，占全区税收的51％，园区用工人数
达到3.6万人。园区已建立非公企业党组

织54个，党员500多名。

高规格打造“党员之家”，
提供多功能载体服务

麻章区选择在园区中心建成园区党
群服务中心，高规格打造“党员之家”，依
托“党员之家”强化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
功能，促进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高度融
合。“党员之家”设置了“职工书吧”和“红
色网吧”，免费提供给员工在休闲时间浏
览书籍和上网查阅资料。企业党组织可
以组织员工在影视厅观看红色电影或唱
歌娱乐，“党员之家”对外开放至今，党组
织或企业已到“党员之家”开展相关活动
100多次。

组建业务过硬团队，提供
党建精准指导服务

麻章区“两新”党工委聘请专职书记8
名和3名专职党建指导员，与区工青妇部
门工作人员组成业务指导团队，根据企业
党建等工作需求定期下企业零距离进行
党工青妇软硬件建设与创新工作指导，坚
持做到把党的工作在工业园区全方位服

务覆盖。今年累计通过各种方式对各非
公企业进行党建业务指导200多场次。

创新党企融合共建方式，
提供对口驻点服务

麻章区委组织部牵头组织人社、民政
等与园区企业有紧密业务联系的职能部
门进驻园区党群服务中心作为长期服务
单位，驻点服务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细
化工作流程，明确工作任务，结合党建工
作进一步问需、问计、问政于企业和党员
群众，确保上情下达、下情上报、政令畅
通、服务到位。针对企业各领域业务需
求，以讲座、培训、实操、参观、互动等方式
组织开展相关专题服务活动，旨在引导和
指导企业、党员、职工开展生产经营和党
建创新的同时，注重解决非公企业党员群
众反映的“民生微实事”。

打造示范建设列入财政
预算，提供经费保障与联建服务

麻章区评选出区级党建示范点，区财
政投入20万元支持企业党组织开展活动
或立项服务本单位的生产经营与发展。

另外每年投入12万元打造4个非公企业
党建示范点，党建打造同时融入企业文化
建设。另外每年还从非公党费全额返还
资金中支持第二梯队的示范点建设，每个
点投入一万元完善软硬件建设，每年打造
8个点，以此循环完成全区非公党组织的
规范建设和全面提质。并引导各示范点
及时总结党建工作的好经验、新做法，形
成一套行之有效、具有特色、可普遍推广
的党建模式。

麻章区一负责人说，在一年多的实
践中，园区党群服务中心及“党员之家”
是非公企业党建良性发展的有效载体。
区通过依托“党员之家”创新推进“四服
务”模式，辐射作用明显，营造了党企互
助、共促发展的良好氛围，党员职工感受
到了来自党组织的温暖，企业主体会到
了党组织对企业的关怀和服务成效，很
大程度上认同并推进非公党建工作的开
展。企业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以充分体
现，通过树立党员标杆，形成学习先进争
当先进、甘于奉献的浓厚氛围，党组织的
形象与组织力得以不断提升，非公企业
党建工作为促进麻章经济发展发挥了较
明显的作用，已实现党建进步、企业发展
双赢成效。

麻章创新非公企业党建“四服务”模式
实现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共赢

本报记者 赖寒霜
特约通讯员 颜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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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杨百
宁）具有盲人语音提示过街功能、LED
显示屏动态实时播报……11月6日，港
城市民发现，市区多个交通要道路口、
交叉口多了一些新型的人行红绿灯。
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这是即将正式投
入使用的新一代“一体化LED多功能
人行信号灯”（如图，本报记者 李嘉斌
摄），也是我市文明交通安全宣传常设
平台。

记者观察到，“一体化LED多功能
人行信号灯”除了红绿灯显示区能够提
供人行红绿灯的指引外，还有大型的全
彩LED显示屏，具有动态实时播报功
能，可以根据当前的交通灯信号状况，实
时播报相应内容。

人行灯的右侧配有扬声器，声音清
晰立体。同时能够进行声音时段的调
节，减少晚上对附近居民影响。语音内
容根据人行红绿的状态进行播报，提醒
过往路人注意当前交通情况。

据介绍，新一代“一体化LED多功
能人行信号灯”是在上一代产品的基础
上，根据道路管理者、市民的反映进行了
更新换代。该信号灯集成了指挥交通和
发布信息的双重功能，是一种建立在新
技术上的崭新市政设施，可以为政府进
行相关指引、指导、文明宣传，让市民及
时了解相关便民公益信息，方便市民的
生活，提高整座城市的科技形象和文明
形象。

同时，交警部门能够通过新型信号
灯，播报文明交通文明出行宣传标语，
提醒过往车辆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切
实增强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文明出行理
念和素质。

我市目前已完成先期五个路口一体
化人行信号灯设备安装，分别为人民大
道海北路、体育南路以及海滨大道万达
路口、海丰路与观海北路交叉口、海滨大
道体育南路口。信号灯正在调试阶段，
并将于近期投入使用。

“一体化LED多功能人行信号灯”将“上岗”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郑
浩然）11月6日，廉江市河唇镇禁毒
办、综治办、司法所等单位联合举办一
场主题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宣
传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

活动主要以利用悬挂横幅、毒品
模型、宣传展板、有奖问答等形式进
行，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本报讯（记者闵志 通讯员庞伟
红）11月5日上午，坡头区南三镇联
合多部门开展法制调查问卷暨禁毒宣
传活动，营造了全党动员、全民参与的
禁毒氛围。

开展禁毒宣传
廉江河唇镇

坡头南三镇

本报讯 （记者林明聪 通讯员吴
伟）日前，记者从吴川市税务局了解到，
今年以来，该局把与企业党建共建作为
坚持党建引领的一项重要抓手，有效推
动党建工作与税收工作深度融合。目
前，吴川市税务系统24个党支部中，已有
超过半数支部与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党
建共建活动。

吴川市税企
携手抓党建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湛关宣）
11月4日凌晨，湛江海关缉私局联合遂溪
县公安局在遂溪县乐民镇附近海域查获
一艘走私冻品船，现场查扣冻鸡爪约70
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湛江海关查获
冻鸡爪约70吨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湛纪宣）
记者从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湛
江”获悉，徐闻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第
一中队指导员林建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徐闻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林建丰接受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新闻+ 体育责编/版式 郭春皇

据新华社上海11月6日电（记者
许东远、朱翃）6日，上海体育学院与美
国运动医学学会（ACSM）联合向社会发
布了《2020中国健身趋势》，减重运动将
在2020年升至第一位，反映了国内健身
行业对超重或肥胖人群的关注。同时，
美国运动医学学会前主席沃尔特·汤普
森代表ACSM公布了《2020全球健身
趋势》。

本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排名
前20的中国健身趋势为减重运动、青少
年体育、运动即良医、力量训练、健身饮
食、广场舞、团体训练、私人训练、户外活
动、步行/跑步/慢跑/自行车俱乐部、移
动设备运动App、健身工作室、可穿戴
设备、青少年儿童肥胖运动干预、瑜伽、
自由负重训练、核心训练、自重训练、健
步走、孕妇/产后班。

相比去年的调查结果，2020年新入
选前20的健身趋势是运动即良医、健身
饮食、移动设备运动App、可穿戴设备、

青少年肥胖儿童运动干预、自由负重训
练和健步走。移动设备运动App、可穿
戴设备、青少年肥胖儿童运动干预和健
步走在去年跌出前20名后重新回到了
榜单。自由负重训练自从被纳入问卷调
查以来首次进入了前20。12个国内专
家推荐的待选健身趋势中有6项进入前
20，包括青少年体育、力量训练、健身饮
食、广场舞、健步走和怀孕/产后班。其
他未入选的6项分别是校园足球、体医
结合、社区健身、精准健身、传统养生运
动和冰雪运动。

与ACSM《全球健身趋势调查》进
入第14个年头相比，《中国健身趋势调
查》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 2018 年、
2019年和2020年三次调查的问卷填写
者并不完全一样，但《中国健身趋势调
查》的结果仍然可以反映国内相对稳定
的健身趋势。虽然排名存在一些差异，
但有10个健身趋势在2018年、2019年
和2020年均出现在排名前20的健身趋

势当中（减重运动、青少年体育、力量训
练、团体训练、私人训练、户外活动、健身
工作室、瑜伽、核心训练、自重训练）。这
10个趋势可以被认为是国内健康健身
行业当前的稳定趋势。

2020 年中国健身趋势调查的结
果与前两年的结果一并表明，如果需
要提升预测的准确率，开展国家级的
调查是非常必要的。在 2020 年的前
20项健身趋势中，有 6项中国特有的
趋势是从国内健康/健身专家提名的
12 种待选健身趋势当中选出的。值
得注意的是，一些近年来的全球健身
趋势（例如高强度间歇训练）这次并
未成为中国健身趋势前20名。因此，
在制定跨国商业战略计划时，国际健
身组织或公司应考虑健身趋势的国家
特色。

《中国健身趋势调查》是全球首个
国家级健身趋势调查，今年是该调查开
展的第三个年头。

《2020中国健身趋势》发布
减重运动将升至第一位

据新华社武汉11月6日电（记者
张悦姗、李劲峰）正在武汉集训的中国
国家男子足球选拔队6日组织了一场
公开训练课，主教练李铁表示，这是他
人生中第一次感觉时间不够用。

中国足协10月31日宣布组建国家
男足选拔队，任命李铁为主教练并率队
参加12月10日至18日在韩国举行的
2019年东亚足球锦标赛（简称“东亚
杯”）。本次集训的27名队员6日全部
参加了主要由灵敏、协调训练和分组对
抗组成的训练课，李铁在训练课结束后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这次集训主要工作是通过九天的
训练，安排三场热身赛，把一些战术上
的想法告诉队员，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
过程中找到想为国家踢球的（球员）。”
李铁说。谈及东亚杯的目标，李铁回
应：“其实足协一直在给我减压，外界有
人说这可能是一个‘大坑’，但是对我们
来讲，有机会为国家踢球是人生至高的
荣誉，希望能全力以赴赢下每场比赛。”

人生中第一次
感觉时间不够用

新闻+ 本地
责编/版式 郭春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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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雷鹏）11月 4
日，霞山交警铁骑队员执勤巡逻途中，发
现有两名儿童在路面东张西望，身边无大
人看护，停车后快步跑过去，将两名儿童
带到安全地带，随后帮助两名迷路儿童找
到家人（如图，雷鹏 摄）。

当天17时许，霞山交警铁骑队员巡
逻至东新路时，发现两名10岁左右儿童
站在马路中间，神色慌张，此时车来车往，
非常危险。民警容剑磊上前护送，将两名
儿童带至安全区域。一开始向小孩询问
时，他们只是摇头不说话。经耐心安抚小

孩情绪后，小孩只说自己是东海岛人，其
他什么也不说了。随后，执勤民警向大队
汇报情况，并与辖区派出所取得联系，同
时通过微信朋友圈传播走失小孩信息，询
问过往路人，看是否有人在寻找走失儿
童。两个多小时后，孩子的妈妈通过微信
看到寻人启事，便赶到东新路。民警将孩
子安全交给家长。

据了解，两名小孩由于贪玩，当天放
学后未等妈妈来接，就独自离开。警方提
醒，学校、家长要多加注意，共同看护好小
孩，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交警帮助走失儿童找到家人

本报讯（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杨丽
娟）11月6日，建行湛江市分行在遂溪县
黄略镇茅村开展“万小企业扶万农户·乡
村振兴”捐赠活动，为该分行定点扶贫村
茅村的3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送上了来自
建行的关怀与温暖。

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该分行积极
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行关于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的相关要求，将金融资源积极配置
到湛江市农村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
续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建行湛江市分行
关爱贫困户

新华社伦敦11月5日电 英足总5
日表示，在此前热刺1:1战平埃弗顿
的英超联赛中，热刺队韩国球员孙兴
民吃到的红牌属于误判，他将不会遭
受停赛三场的处罚。

3日的比赛中，孙兴民在下半场
的防守中铲球放倒了埃弗顿队的戈麦
斯，导致后者失去平衡，戈麦斯倒地时
又与热刺后卫奥里埃相撞，最终戈麦
斯的脚踝骨折，且发生变形。目睹戈
麦斯受伤惨状后，孙兴民在球场上抱
头落泪。主裁阿特金森第一时间掏出
黄牌准备警告犯规的孙兴民，但是看
到戈麦斯的伤情后又改成了红牌，将
韩国人直接罚下。

被罚下的孙兴民将面临禁赛三场
的处罚。但赛后热刺队主帅波切蒂诺
认为戈麦斯的受伤有意外成分，孙兴
民并没有恶意犯规，因此热刺向英足
总提出上诉。

最终英足总宣布，一个独立的管
理委员会经过研究认为，孙兴民的红
牌属于误判，他将不会遭受禁赛处罚。

英足总认定红牌为误判

孙兴民不会遭停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