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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B04 城事城事

当前，桂城正努力建设广东省

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先

行区，以村级工业园改造为抓手，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一批产业生态

社区，实现“先生态、后生活、再生

产”三生相融的一体化发展。

在村级工业园改造方面，桂城

探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

环保审查工作，将环保工作与集体

经济紧密结合，在集体经济资产开

发阶段全程介入，为集体经济发展

提供专业意见，把好环境准入关。

“我们社区吉丁围工业区有一

批企业租约已到期，其中包括一家

没有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纸品厂。”平

南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在巡查监管

中，由于生产工艺涉及印刷，这类企

业一直是废气检查的重点。在续约

的过程中，通过增加环保准入要求，

目前该企业已按要求办理相关手

续，顺利续约，实现多方共赢。

截至目前，桂城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所约对近万的农村集体资产

交易信息进行筛选，并对其中

2000多个资产实施现场核查，其

中约30个资产涉及的企业属于淘

汰产业或存在严重环境安全隐患，

被坚决淘汰，不予资产交易；约

400个资产涉及的企业存在污染

防治措施不达标等问题，经指引，

企业已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约1000家存

在环保小问题，但企业基本不对周

边造成环境影响的，经督促和属地

社区协助，企业积极落实了整改。

空气好水质清河岸绿市民赞
桂城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打好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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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最
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2020年，
桂城全年空气质量首次全
面达到国家二级空气质量
标准；水环境质量排名全市
第六、全区第二，2条城市
黑臭水体（长制久清）和12
条城乡黑臭水体全面通过
验收；实现环保、水利、住
建、城管、市政等部门的涉
环境管理相关数据“一张
图”；完成4560家企业排
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
聚焦水、气等重点领域，扎
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治
理工作，生态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
得感显著增强。

在 2月 1日举行的桂
城街道2020年总结大会
上，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麦
绍强提出要以生态环境改
造彰显绿色底蕴，以人城产
文融合为发展目标，打造高
品质新活力的广佛极点都
市区。2021年，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结合“三
线一单”管控体系，桂城将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以三大污染防治攻
坚战为引领，强化环境全要
素管控，着力提升生态环境
质量，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
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0年，桂城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所完成82家企业的排污许可

证发放工作，引导3991家排污登

记类企业完成登记。

●对街道内143家危废企业

进行排查，排查和核实疑似危废

企业 1447家，共识别危废企业

70家，检查一、二类机动车维修

企业400多家，桂城共有712家

涉危废企业纳入省固体废物管理

信息平台管理。

●借力第三方力量巡查指导

一环以西的餐饮企业、工业企业

1786家，主动帮扶108家企业完

善环保备案手续，告知、帮扶1016
家餐饮企业完善台账。联动城管

引导122家餐饮企业安装及正常

使用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对桂城街

道内共计158家VOC企业和餐饮

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

●2020年，为帮扶餐饮企业走

出寒冬，目前正在桂城中心城区以

试点区域中试点餐饮的方式探索

性进行推进免费“送油烟机”行动，

已完成约16套设备的安装工作。

●在海三路、南海大道建成约

2.6公里的主干道路雾化喷雾系

统，成为道路洒水车的补充，缓解

中心城区热岛效应，起到压尘、降

温的效果。

●结合乡村振兴的部署，桂城

迅速在叠滘、夏漖、平东片区的8个

自然村推进并完成了第一批“截污

到户、雨污分流”改造工作。第一

批项目的总投资约3000万元。

/ 水清岸绿 // 水清岸绿 /
12条河涌全部消除黑臭

“原来是避而远之的黑臭

河涌，现在变成了游客必打卡

的热门景点，三圣河的环境越

来越好了。”夏东社区的清姨

家里一有远亲来做客，她经常

带去河边走走。

水清岸绿景美的岭南水

乡，是桂城最宝贵的天然财富

之一，也是与居民生活休戚相

关的生活配套。因此，无论是

美丽村居的打造，还是乡村振

兴的深入推进，都着重围绕着

水乡做好文章，让人民群众生

态环境获得感显著增强。

桂城有12条河涌被列为

城乡黑臭水体：三圣河、五胜

涌、孔溪涌、新石至沙园涌、滘

口涌、北合围涌、马基涌、石岸

排水站涌、石岸水闸涌、罗涌闸

涌、大基涌、八间涌。自2018
年开始分年度、分批次整治，目

标是2020年底消除黑臭。

多年来，桂城街道高度重

视、多措并举、全力以赴做好

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工

作。2020年10月，南海区环

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对桂城

街道开展2020年第四批城乡

黑臭水体整治验收工作，验收

了新石至沙园涌、北合围涌、

罗涌闸涌和大基涌。截至目

前，桂城街道已完成 12条黑

臭河涌的验收工作，三圣河和

五胜涌通过长制久清验收。

治水，是一场人与自然的

持续角力，不仅需要经年累月

的决心信力，更需要巨大的投

入和细致顽强的工作来推进，

最终方能打赢这场黑臭水体

剿灭战。为了维护河涌的长

制久清，桂城街道制定了《桂

城街道长制久清工作实施方

案》，持续推进长制久清工

作。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建

立完善引水活水、河面保洁、

岸线管护等制度，街道级、村

级河长按要求每周进行巡

河。委托第三方专业保洁公

司对三圣河、五胜涌实施专业

化、规范化的保洁管理，并已

纳入了保洁常规工作，购置了

打捞船，加固垃圾围栏，提升

了河面保洁能力，河面清洁水

平大幅提升。

“走出大山”是一代代步贺

村村民的愿望。2020年6月，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步

贺村中最后一户贫困户——张

培汉一家成功脱贫，步贺村已退

出相对贫困村。

王伟桃介绍，年逾花甲的

张培汉因中风失去劳动力，常

年卧床。他有一双儿女，都还

在上小学。得知了张培汉的家

庭情况，2020年，中海千灯湖

一号义工队和中海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发动公司职

工及爱心人士共筹集了7万元

善款，为张培汉的旧房子进行

原址重建，并送上家具家电和

生活用品。2020年3月，张培

汉一家三口搬进新家。除了房

屋改造，步贺村还给他们办上

最低生活保障和残疾人补贴，

每月可领1280元。“大家都很

关心张叔，爱心人士常去探望

他，并送去物资，我和张叔都十

分感谢各位。”王伟桃说。

除了张培汉一家，王伟桃

还经常串门走访，了解村民的

不同需求。“有一次，我走访另

一户张姓贫困家庭，才知道老

人身体不适留在家，其子则待

业在家，我就把他带到桂城找

工作。”王伟桃说，张先生现在

已经熟悉了不少岗位，休息时

间也做兼职，还将妻儿也接到

桂城生活。

自对口帮扶工作开展以

来，桂城街道帮助步贺村实现

贫困户劳动力转移162人，通

过在经济发达地区务工，提高

村民收入水平。此外，王伟桃

还发动广东佛野军团越野车

队、桂城街道青年进步会等社

会团体到村中开展帮扶活动，

为村中的其他村民送上衣服、

文具等物资；而桂城不少爱心

企业也举办夏令营，让步贺村

的小朋友走出大山，体验夏令

营生活。

王伟桃一直深信，在党的

带领下，群众的生活会越来越

好。“我从小也在农村长大，目

睹家乡改变，作为一名党员，我

也希望能帮助其它农村脱贫。”

王伟桃说，驻村扶贫说不上是

为群众奉献，只是想为社会做

一些实事、好事，“所幸的是，家

里人理解也支持我，这让我更

加义无反顾。”

小小橄榄核刻出脱贫路
派驻云浮步贺村2年，王伟桃多措并举助贫困户脱贫

从交通不便、可耕地
少、劳动力少，到出产橄
榄核手串、村道修整、危
房改造、通过碳普惠制增
收，云浮步贺村有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2016 年
起，桂城街道对步贺村进
行对口帮扶，现在，村民
靠就业脱贫增收，步贺村
已退出相对贫困村。这
背后，是桂城街道和步贺
村共同努力的成果。

而桂城街道办派驻
步贺村第一书记王伟桃，
便是步贺村“巨变”的亲
历者和见证者。派驻步
贺村2年，王伟桃通过产
业扶贫、发动社会力量捐
资助学等举措，助力贫困
户脱贫，带动村发展。

/ 三生相融 /

把好集体资产
交易环保关

贫困户加工橄榄核提高收入
步贺村位于云浮罗定市罗镜

镇的南部山区，下辖13条自然村，

村民依山而居，村屋临崖谷而建。

从山脚到步贺村，驾车大约需要半

小时。步贺村户籍人口有1800
多人，但常住人口只有300多人，

留在山里的多为老人和孩子，仅少

数青壮年留守，是典型的“空心

村”。由于地少寡种，水利设施不

完善，村民除了自家饲养的家畜，

只能靠种植零星面积的毛竹来增

加收入。村集体收入在2016年
以前一直是零。

2016年，桂城街道办事处对

口帮扶步贺村，开始向深山“输血”

并尝试“造血”，开展物业出租、黄牛

养殖、牛大力种植等项目，壮大集

体经济。2020年，步贺村集体收

入超过10万元。此外，步贺村还

启动了村道修整、危房改造等民生

工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019年，王伟桃派驻到步贺

村，除了继续管理现有种植项目

外，更计划建立橄榄核加工就业扶

贫车间。2020年，在桂城街道驻

步贺村扶贫工作队以及村委的共

同努力下，利用35万元对口帮扶

资金，步贺村橄榄核加工就业扶贫

车间在罗镜镇圩镇落成，解决本村

甚至镇内周边村贫困户就业问题。

“橄榄核加工就业扶贫车间现

在主要做配饰，一串手串价格从几

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王伟桃介绍，

该车间负责人曾以雕刻橄榄核为

生计，长时间下来也有自己的一个

小作坊，但一直都没有包装推销，

外销渠道不多，收入也没有见长。

王伟桃认为村民通过自己的双手

脱贫的意义更大，为此，他与负责

人沟通，利用帮扶资金并整合资

源，拓宽车间规模、制定生产流程，

聘请更多贫困户工作。

创新举措 因地制宜通过碳普惠制增收
步贺村全村占地 20000

亩，但耕地却仅有800亩，连片

耕地最大不超过 50亩。开展

种植项目、推行加工业等虽然

是产业扶贫的重要举措，但未

能真正让全村摘掉“帽子”。接

下来的脱贫路该怎么走？驻村

扶贫工作队慢慢摸索出另一条

脱贫增收路。

2015年7月，广东省发改

委研究制定了《广东省碳普惠

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并在全

省启动首批碳普惠制试点，为

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

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和

赋予一定价值。此外，广东省

以商业激励为手段，与碳排放

权交易及低碳政策有机结合，

在省内试点地区与省定贫困村

实施碳普惠制试点工作。发展

碳汇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同

时在造林过程中帮助贫困村发

展经济。

驻村扶贫工作队发现，步

贺村群山环绕，拥有丰富多样

的林业资源，桉树、马尾松等固

碳优势树种较多，通过碳普惠

减排量交易，为村民带来收

益。“碳普惠制让村民不通过砍

伐生态林的方式获取收益，并

且不影响他们原有的生态林补

贴等实际收益。”王伟桃说。

近一年来，驻村扶贫工作

队运用好政策空间，经过前期

宣传引导、收集数据、沟通协调

等大量基础工作，再通过第三

方核证机构出具核证报告、省

生态环境厅备案等，最后在广

州碳交易所交易平台交易，切

实打通了碳普惠交易整条“纵

贯线”。王伟桃说，未来，步贺

村将通过碳普惠制一年增收

6.5万元，其中村委会收1.95
万元，4.55万元分给自然村，

实现村民受惠。

爱心帮扶 发动社会力量圆“走出大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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