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熊栩帆 美编/制图：何建玲 校对：叶春晖

报料有奖：

０２０－３４３２３１１１

奇事、趣事、愤怒事、感人故事，告诉我们，或发

Ｅ－ｍａｉｌ

给我们：

ｒｅｘｉａｎ＠ｘｘｓｂ．ｃｏｍ

广州

2021.11.26��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A06

邮储银行广州市分行积极拓展清廉金

融文化建设新路径，创新配制“清廉金融

文化+” 套餐， 用好用足各类形式和载

体，以员工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推进，让

廉洁文化活起来、火起来，清廉金融氛围

浓起来。

一是组织“清廉金融文化+阅读”活

动。 开展“廉政微党课”，组织全体党员研

读《勤廉风范》《廉润南粤》《红色家规》

《邮政企业“以案促改、以案治本”经验做

法选编》，市分行党委、各党支部书记深

度融合党史学习教育、党规党纪，讲授廉

洁微党课，印之于心、见之于行。

二是加深“清廉金融文化+体验”。 组

织党员领导干部参加警示教育大会和

2021 年党风廉政教育专题培训讲座、警

示教育电视电话会议、集体约谈会；组织

全员观看《案说丨嗜酒如命 以案谋私》

《警钟长鸣-微信取名正能量却对违法

收入来者不拒》等警示教育片，加深领导

干部对反腐倡廉的理解和体会， 筑牢崇

廉拒腐的思想意识。

三是开展“清廉金融文化+教育”。 组

织市分行领导干部和党员代表线上参观

东莞市反腐倡廉与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

地、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清廉金融文化展、

梁桂华纪念馆、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编

发节前“十个廉洁提醒”教育短视频，让

全体党员谨遵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的

理念，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四是筑牢“清廉金融文化+阵地”。 党

委书记及班子成员和各党支部书记及班

子成员分层次开展党风廉政建设集体约

谈， 强化廉洁从业提醒， 抓好“关键少

数”；组织全行党员干部参加“党纪党规

在线学习考试”；组织纪检干部参加纪检

知识每月一学一测；举办“学习百年党史

汲取奋进力量”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赛，

构建清廉金融文化阵地，筑牢廉洁之基。

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任重道远， 邮储银

行广州市分行纪委将持续聚焦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坚持守正创新，

将传统廉洁文化的严谨性、 权威性同新

媒体的时效性、互动性有效整合，以高质

量的清廉金融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引导党员、 干部、 群众坚守初心牢记使

命 ,营造一片干事创业的清廉风，为邮储

银行广州市分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

纪律保障。

专题

弘扬清廉风 邮储银行广州市分行

配制“清廉金融文化 +”套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通讯

员 穗人社宣）

近日，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等部门联合印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等 11 个部门对广州市劳

动关系和谐企业加强正向激励的意

见》， 通过对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加强

正向激励，进一步激发企业创建和谐

劳动关系内生动力，引导全市用人单

位模范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加强

人文关怀，构建“企业关爱员工，员工

热爱企业”的和谐劳动关系氛围。

据了解，正向激励措施共五大类

18 条。 一是荣誉激励类，将企业获得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纳入信用“红名

单”供社会查询应用，作为良好信用

信息，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名单推送至

广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在“信用

广州”网站予以公示。 二是政策倾斜

类， 对于获评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

在免费体检和疗休养活动、困难女职

工免费“两癌筛查”等方面予以倾斜。

三是绿色通道类， 对企业办理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业务、 公积金业务、

涉税事项等提供绿色服务通道。 四

是优先推荐评定荣誉类， 在推荐五

一类荣誉、 工商联执委评选、 非公

经济人士表彰、 调解示范组织等优

先推荐。 五是优先服务类， 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办理金融扶持、高技能

人才重点建设项目、就业创业服务等

方面优先服务。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可享五类激励措施

广东百条森林旅游特色线路出炉，广州7条线路入选

这些“赏绿”徒步线路，你走过几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穗林园宣）

11 月 24 日下午，“神山幽谷

森林定向徒步暨党建北片协作区活动”

在增城区白江湖森林公园正式拉开序

幕。 记者在活动上获悉，广州有 7 条徒步

线路被评选为“广东省森林旅游 100 条

特色线路”。

当日下午 5 时许， 本次徒步活动在

白江湖森林公园正式启动。 据了解，白江

湖森林公园于今年 7 月 30 日开园，园区

面积 2.47 万亩。经过多年建设，该园重点

打造水嗡、 白江湖、 丛花谷三大核心景

区，以一条 4 公里溯溪步道、一条 3.5 公

里山顶绿道和一条 14 公里观光车道串

联三大景区，是周边市民游客溯溪体验、

登山休闲的理想场所。

据介绍，当日的活动也是以“走进大

美森林 推动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

广东省森林文化周系列活动的组成部

分，活动由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主办，广

州市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管理中心、 广州

市增城林场管理中心、 广州市流溪河国

家森林公园管理中心承办。

记者在活动上还了解到，目前，广州

已建成森林公园 92 个，湿地公园 13 个，

有 7 条线路被评选为“广东省森林旅游

100 条特色线路”，4 个单位被评选为“广

东省森林旅游 100 个新兴品牌地”，2 家

单位被评为“最美森林旅游目的地”，增

城区被评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

广州2处“广东省10大最美森林旅游目的地”

森林文化周广州分会场系列活动（部分）

增城区白江湖森林公园，市民参加徒步活动。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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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森林文化活动周系列活动

时间：

11

月

20

日

~28

日

地点：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万物和谐 美丽广东”———水鸟生态廊道建设阶段性成

果展示及观鸟活动

时间：

11

月

27

日

地点：流花湖公园农趣园观鸟平台

广州市城市林业自然教育系列活动

时间：

11

月

20

日

~28

日

地点：广州城市林业自然教育基地

2021

广州簕杜鹃花展

时间：

11

月

26

日

~12

月

12

日

地点：白云山风景名胜区明珠楼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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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7条“广东省森林旅游100条特色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