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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灶镇加大检查力度，筑牢

安全防线

建设“平安路口”
推进摩电整治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通讯员/

李志炳）3月31日上午，丹灶镇召开

2021年第二季度安全生产及消防安

全、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

险、清明森林防灭火、三防工作会议，

总结了今年第一季度安全生产、消防

安全相关工作，并部署下阶段工作。

筑牢消防“安全关”
丹灶镇消防办负责人张敬玲对

全镇第一季度消防工作进行汇报，

并对下阶段工作作出部署。他表

示，各职能部门、村居要持续强化消

防安全日常检查工作，严格查处村

民私自烧垃圾、企业违规焚烧工业

垃圾等乱象，扼杀消防安全隐患，同

时要深化消防专项整治行动，强化

对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场所的检查

力度，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面

筑牢“安全关”。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丹

灶管理所所长舒洪传达了国家、省

市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部署了清明期间全镇森林

防灭火工作，要求各林区单位、指挥

部成员切实做到责任、措施、管控、

监督工作到位。此外，舒洪还强调，

各林区单位要严格落实“包山头、守

路口、盯重点、签责任、打早小”工

作，全面加强“清坟边、清林边、清地

边、清隔离带、清旅游景区内可燃

物”为主要内容的森林火险隐患“五

清”专项工作，严控野外火源，同时

要求清明期间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

24小时值班制度。

持续推进“平安路口”建设
丹灶镇应急管理办主任李发全

对二季度安全生产等工作作出部

署。李发全表示，下阶段将继续开展

危险化学品“打非治违”、烟火爆竹

“打非治违”等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深

入开展危险化学品储存规范化治理

监管及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工作，

同时对全镇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

安全风险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各村居

按“五个一”标准持续推进“平安路

口”建设，实现软硬件“双提升”，稳步

消除镇内主次干道道路交通隐患。

“安全生产工作需时刻警钟长

鸣。各职能部门在日常开展的安全

生产、消防安全检查工作中，哪怕再

小的问题，都要引起重视，及时督促

落实解决。”丹灶镇党委委员、副镇

长梁耀智表示，要全面落实系统防

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工作，努

力实现“三个持续减少、一个坚决防

止”的目标，不断推进“平安路口”建

设，同时强化无牌农用车、叉车、无

牌电动自行车违规上路等专项整

治，持续推进摩电整治工作。

梁耀智还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

门开展学校、医院、养老机构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在建工程地

下暗挖和基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同时要求各部门、各村（社区）要

强化底线思维，确保“山有人管、林

有人守、火有人防、责有人担”，严抓

清明期间森林防火工作。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叶迟华摄影报道）4月1

日，南海区、丹灶镇领导分别到

永福园和仙岗社区天窗阁林区，

检查清明节期间疫情防控、文明

祭祀及森林防火等工作的落实

情况。

营造文明祭祀新风尚
南海区委常委郭家新、南

海区副区长黄颂华、丹灶镇党

委书记张应统分别带队到永福

园开展文明祭祀安全保障检

查，听取了现场疫情防控部署

工作。据介绍，丹灶永福园在

4月3日至4月18日期间为居

民提供祭扫服务，并实行预

约、错峰、限流等措施，现场将

部署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值守做

好疫情管控措施，让居民合

理、文明地进场祭祀。

丹灶镇成立了以镇委副书

记为组长，相关分管领导为副组

长，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单位的

祭扫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实行定员、定岗、定责工作方式，

加强对清明节祭扫工作的督导，

确保“平安清明”。

目前，永福园周边已经做好

交通管制工作，现场设有登记

点、临时预约点、隔离点、观察点

等，道路两侧挂上宣传标语，轮

播宣传广播，为清明期间的祭祀

工作做足准备。

市民到永福园主入口时需

佩戴好口罩依次排队进场，向

工作人员出示预约码、健康码，

并配合登记信息和测温。工作

人员将对车尾箱进行排查，若

有携带鞭炮、纸钱等易燃物品

将被暂扣并赠予鲜花，鼓励市

民“绿色祭祀”。

郭家新表示，除了对防疫措

施、交通管制方面的工作抓实抓

细外，更要从严落实禁止燃烧鞭

炮、纸钱的规定。他要求，现场

工作人员要及时劝导市民严禁

携带鞭炮、纸钱进入永福园，倡

导文明祭扫。

“落实全面详实的预防措

施和方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黄颂华表示，要切

实构筑起防范森林火灾的铜墙

铁壁，加强园区巡逻监管，落实

多种举措严防死守，引导市民

通过文明、环保的祭祀方式悼

念亲人，寄托哀思。

张应统要求，镇内各部

门、单位、村居要做好永福园

的出入口人流的控制分流措

施，各项工作需根据祭扫和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落实到位，加

强人员配置对园区严格监督检

查，全面推行“无火祭祀”，牢固

树立防火理念，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

增强全民森林防火意识
当天，黄颂华、张应统分别

带队检查了仙岗社区天窗阁林

区。检查获悉，天窗阁林区按照

防疫工作要求和森林防火工作

要求执行，目前森林防火工作落

实到位。

检查组听取了林区森林防

火工作部署。据介绍，林区入口

设岗上封条，禁止居民进入林

区，护林员每日定期巡查林区内

安全，检查是否有火源以及消防

设备日常维护情况，发现问题及

时上报。天窗阁林区周边也设

置了森林防火宣传横幅、防火安

全告示牌等宣传标语。

黄颂华检查了林区周边消

防物资配备情况，并检查了林区

周边的消防栓出水情况。张应

统走进天窗阁林区检查了森林

消防蓄水池，该林区设有两个蓄

水池，水源均充足。

“清明节期间必须增加人员

配置，加强日常巡逻工作，保障

假期安全、平安度过。”张应统要

求村居、部门对镇内林区做好设

卡值守和巡查，加强火灾隐患排

查力度，严禁居民携带易燃物品

进入林区、永福园等，增强全民

森林防火意识，营造全社会参与

的浓厚气氛，将火灾隐患消除在

萌芽状态，筑牢化解森林火灾的

坚实防线。

易燃物品勿进山 文明祭祀请遵守
区、镇领导到丹灶重点区域检查文明祭祀和森林防火等工作

■张应统（左）到仙岗社区天窗阁林区开展森林防火检查。

绿色清明祭故人
丹灶推行无火祭扫，人清静天清明

疫情防控要牢记 安全祭扫错峰行

从永福园墓区的

高处向下望去，入眼满

是鲜花。永福园工作人

员对每一辆入墓园祭扫的

车辆都进行易燃易爆物品

的检查，设置了易燃易爆物品

回收点对其进行回收，用鲜花换

取市民带来的爆竹和冥币。

市民符女士在故人的墓前

摆上两束花，以白菊花、白百合为

主，还点缀了些黄色的康乃馨。

“丹灶一直推行‘鲜花换纸钱’文

明祭扫，我和家人也是慢慢转变

思想观念的。”符女士说，和过去

各家争先烧纸钱烟雾缭绕的环

境不同，如今人清静天清明。

今年3月以来，丹灶镇永福

园通过媒体发布、微信推送及短

信发送等方式，告知广大市民清

明节祭扫的注意事项。在墓园

及周边挂100多条宣传横幅，在

主入口安装了大喇叭及LED显

示屏，重点宣传清明节祭扫、防

疫要求和禁燃禁放等相关通知。

永福园还开辟了5条总长

约1500米的防火隔离带，在各

墓区配备了足够的消防栓及水

带等设施，并安排工作人员24小

时巡查。在清明节期间还与镇公

安、应急办、消防办、行政执法等

职能部门积极沟通和协调，做好

禁燃禁放工作的巡查和劝导。

4月4日迎来祭扫高峰日，

4月5日后人流相应减少。永

福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黄会全

表示，心中有情，不分远近，防

火规定要严遵守，疫情防控要

牢记，共同在丹灶过一个安全、

舒心、清净的清明节！

防火规定严遵守 绿色祭扫也是情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春风骀荡春风骀荡，，陌上花开陌上花开，，又是一年清又是一年清

明时明时。。44月月33日是清明节假期首日日是清明节假期首日，，丹灶镇丹灶镇

永福园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永福园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对进入墓园祭对进入墓园祭

扫的车辆实行单向行驶扫的车辆实行单向行驶；；对入园车辆进行排查对入园车辆进行排查，，若若

有携带鞭炮有携带鞭炮、、冥币等易燃物品将被暂扣并赠予鲜花冥币等易燃物品将被暂扣并赠予鲜花；；工工

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严阵以待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严阵以待，，在主入口设置测温点在主入口设置测温点

和隔离点和隔离点；；现场购置和储备大量的洗手液现场购置和储备大量的洗手液、、口罩等防疫口罩等防疫

物资物资，，专业人员对公共区域定时消毒专业人员对公共区域定时消毒；；““文明祭扫文明祭扫、、禁燃禁燃

禁放禁放””的横幅鲜亮的横幅鲜亮，，同素雅的白色菊花同素雅的白色菊花、、祭扫的果品相祭扫的果品相

衬衬，，一切井然有序一切井然有序。。

■每一位入园人员都要出示健康码。

每逢清明时节每逢清明时节，，丹灶市民丹灶市民

便会偕家人从四面八方赶往便会偕家人从四面八方赶往

永福园永福园，，为逝去的亲人清洁为逝去的亲人清洁

墓碑墓碑、、献上鲜花献上鲜花，，倾诉亲倾诉亲

情情。。今年清明节是疫情防今年清明节是疫情防

控常态化控常态化之下的第一个之下的第一个

清明节清明节，，为巩固疫情防为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控成果，，保障防火安保障防火安

全全，，连日来连日来，，多名区多名区、、

镇相关领导来到永镇相关领导来到永

福园开展文明祭祀福园开展文明祭祀

安全保障检查安全保障检查，，详细详细

部署疫情防控和防部署疫情防控和防

火安全工作火安全工作。。

44月月44日上午日上午，，

丹灶镇党委委员刘丹灶镇党委委员刘

莉华率领检查组对现场秩序进莉华率领检查组对现场秩序进

行检查行检查。。““从清明节假期开始从清明节假期开始，，整整

个清明祭扫按照预约错峰限流个清明祭扫按照预约错峰限流

以及防疫四大原则开展以及防疫四大原则开展，，至目前至目前

整体交通秩序安全有序整体交通秩序安全有序。。””刘莉刘莉

华表示华表示，，今年丹灶镇采取了有效今年丹灶镇采取了有效

的限流以及提前疏导的措施的限流以及提前疏导的措施，，如如

检码检码环节前移到主干道环节前移到主干道，，在主入口在主入口

提前测温提前测温、、扫码签到等扫码签到等。。接下来接下来，，

丹灶镇将持续强化墓园祭扫的防丹灶镇将持续强化墓园祭扫的防

疫和防火相关管理工作疫和防火相关管理工作，，以保障市以保障市

民祭扫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民祭扫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疫情仍未结束疫情仍未结束，，防控切莫轻防控切莫轻

忽忽。。丹灶镇永福园在主入口设丹灶镇永福园在主入口设

置了测温点和隔离点置了测温点和隔离点，，购置了购置了

2020多支测温枪多支测温枪，，在龙柱广场安在龙柱广场安

装了热成像测温仪装了热成像测温仪，，安排专业人安排专业人

员对公共区域进行定时消毒员对公共区域进行定时消毒。。

购置和储备了大量的防疫物资购置和储备了大量的防疫物资，，

以便祭扫市民的需要和使用以便祭扫市民的需要和使用。。

清明节期间清明节期间，，丹灶永福园丹灶永福园

将配备足够的执勤人员将配备足够的执勤人员，，包括包括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约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约7070人人，，永永

福园工作人员福园工作人员3030人人，，第三方安第三方安

保公司保安保公司保安9595人人、、保洁保洁7070人人，，

志愿者志愿者1515人人，，合计约合计约280280人人。。

记者看到记者看到，，在永福园实地祭在永福园实地祭

扫的市民都能严格遵守疫情防扫的市民都能严格遵守疫情防

控要求控要求，，做到预约做到预约、、错峰错峰、、分流祭分流祭

扫扫，，自觉做好个人防护自觉做好个人防护，，服从工服从工

作人员引导作人员引导，，不聚集不聚集、、不扎堆不扎堆、、少少

逗留逗留，，有序开展祭扫活有序开展祭扫活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