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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您精准锁定石牌消费人群

@石牌街坊！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

石牌街全面有序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陈

韵齐 李燕红）

为切实增强工作人员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夯实业务和实战基础，全

面有序推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9

月 22 日上午，石牌街在 6 楼大会议室组

织开展人口普查业务培训。 本次培训采

取集中授课、 交流探讨和专题测试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共有 167 人参与。

讲演结合，推动普查工作深入人心

“妻子是一名护士，今晚在单位值夜

班；两个孩子中一个在高中住校，另一个

2020 年 2 月出生，请问需要登记几人？ ”

“需要登记 4 人。 ”培训对普查工作的方

案、数据采集处理系统

（程序端 ）

等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讲解， 重点突出数据采集

程序操作、填表说明和注意事项、调查技

巧等实操内容，辅以案例讲解、现场模拟

演示等方式， 使培训深入浅出、 生动有

趣、指标内容易于理解、程序方法便于掌

握，确保“两员”具备普查所需的必要知

识和技能。

法规学习，严守工作职责

同时，为保护普查对象的个人隐私，

增强普查“两员”的法制观念，本次培训

还着重进行了相关法规条例的说明讲解，

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严守保密规定，签订

保密协议，依法依规开展普查工作。

互动交流，及时释疑解惑

“企业微信号如何进入七普工作

站？ ”“自主申报和结束的时点分别是什

么时候？ ”系统讲解后，通过现场互动问

答及随机抽查提问等形式， 进一步加深

普查“两员”对摸底工作和表格填写相关

事项等内容的印象， 及时解决他们提出

的疑点及问题， 确保每位普查员都能够

熟练掌握操作流程，尽快投入工作状态，

按时完成普查任务。

专题测试，提升培训效果

为更好地了解此次培训效果， 督促

普查“两员”查漏补缺，进一步提升培训

质量，会后通过网上测试的方式，组织与

会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完成专题测试，

并对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难点进行

详细讲解。 同时，再次强调普查工作的重

要性，要求普查“两员”及时温习回顾。 专

题测试合格率达 100%。

下一步， 石牌街将继续紧密联系普

查“两员”，积极反映、沟通解决普查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 全力以赴做好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工作， 力求统计数据的真实

性、全面性、准确性，确保石牌街普查工

作按时按质顺利完成。

高校青年为“大国点名”

贡献青春之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

员 陈韵齐 ， 陈玥彤 ）

为推动人口

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石牌街广

泛发动辖内高校， 动员青年学生

参与人口普查工作， 为“大国点

名” 贡献青春之力。

传递人普接力棒

高校青年齐助力

9 月 29 日和 9 月 30 日， 石牌

街分别在华南师范大学行政楼会

议厅和暨南大学第二文科楼顺利

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动员

培训工作会议。

会议通过播放宣传短片， 让

参会志愿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人

口普查工作的重要性， 随后街道

培训人员分别就普查指标解释、

小程序操作步骤等内容一一展开

讲解。 “学校大四实习的同学应

该如何填写？” “见人就登的含义

是？” 培训现场， 同学们秉持着严

谨治学的精神， 认真记录并及时

向培训员提出疑问。 培训员细致

地讲解， 人普办的工作人员耐心

地解答， 为学生普查员下一步普

查活动的开展打好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名普查员， 青年学子们更

肩负着保护公民隐私的职责。 培

训会现场， 每位学生志愿者仔细

阅读承诺书， 签订保密协议， 为

坚持依法依规开展人口普查工作，

履行保密责任许下庄严的青年承

诺。

在华师的动员培训会上， 华

师学生工作部的雷蕾老师勉励同

学们带着三颗心———“责任心、 细

心和耐心” 参加普查。 同时， 回

顾自身参与人普的经历， 将自己

手中人口普查接力棒传递给华师

新一代的青年学子， 勉励大家带

着“参与国家大事的自豪感、 志

愿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学习的态

度” 的三种态度加入普查工作，

更好地了解基层工作， 共同与基

层工作者顺利完成此次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大点名

青年学子来报到

2020 年 10 月 11 日起， 石牌

街人口普查的摸底工作将正式开

始。 华师与暨大社区的青年学子

正式走访校内学生宿舍和居民区，

登记住户的相关信息。 此次人口

普查第一次采用电子化的采集方

式， 面对大批量能够熟练运用电

子设备的学生群体， 青年普查员

们将提供相应的二维码给普查对

象并鼓励他们通过互联网自主填

报。

“人口普查任务繁重， 工作量

大， 我们青年学子更要虚心学习，

为社区普查工作分担压力， 努力

提升自身素质， 以实际行动为为

国效力。” 暨大一名学生普查员在

活动后续采访中表达了对自己在

接下来工作中的期许。

青春告白贺国庆

助力祖国大发展

“大国点名， 青年报到， 为国

效力， 共贺国庆” ……培训会议

结束后， 82 名华师青年普查员共

同喊出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主题，

喊出了华师学子的青年魄力， 共

同为祖国母亲献上生日祝福。 暨

南大学的 61 名青年普查员们以合

唱形式拍摄了国庆献礼短片， 用

一首 《我和我的祖国》 表达了对

祖国的真诚祝福， 在一片歌声和

欢呼声中庆祝新中国成立 71 周

年。

“能够参与此次人口普查的志

愿活动， 以实际行动为祖国庆生，

我们感到意义非凡。 人口普查所

提供的数据对国家发展充满意义，

我们感到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培训会现场， 来自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19 级的一名学生普

查员代表讲述了参与此次普查活

动的原因， 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青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缩影。

作为新时代有担当的高校青年学

子， 志愿者们主动扛起国家重担，

主动参与国家大事， 在实践中把

小我融入祖国与人民的大我之中，

正是一批批青年志愿者的参与，

让石牌街的人普工作得以顺利开

展。 下一步， 石牌街将与学校畅

通联系机制， 及时协调解决普查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共同

确保石牌街人口普查的各项工作

圆满顺利完成。

石牌街组织开展

人口普查业务培训

荨

石牌街组织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培训，详细讲解普查工作的方案、数据采

集处理系统等内容。 通讯员供图

▲

详细培训后开展互动交流， 石牌街

普查员积极回答问题。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