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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重点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万里

通讯员/冼荣强 摄影报道）日

前，九江镇开展粤港跨境货车

司机关联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

置演练，检验应急预案各项措

施，加强部门联动协作，进一步

完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本次演练由九江镇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主

办、九江镇粤港跨境货物运输疫

情防控工作专班承办。九江镇

党委委员刘莉华担任总指挥，区

交通运输局九江分局局长李贤

能任现场指挥，镇交通、卫健、经

发、党政综合、综治、公安等部门、

单位参加实战演练，并邀请各村

居、工业园区、南海区家具行业协

会、南海区医卫用品行业协会、九

江总商会以及辖区粤港跨境货

物运输货主单位观摩演练。

演练以现场处置操作、现

场旁白解说等方式展开。演练

以接报在辖区货主企业装货的

粤港跨境货车司机确定为密切

接触者案例进行模拟，通过多

部门联防联控的应急处置流

程，分别在启动预案、快速响

应、流调溯源、分析研判、封控

消毒、核酸检测、人员转运、隔

离管控、医疗救治、新闻发布等

方面进行了演练，为科学、精

准、有效应对突发疫情，及时快

速处置，第一时间遏止疫情扩

散提供了参考。

“在演练过程中，参演单位

职责清晰、责任到位，展现了九

江镇联防联控机制成果，同时

整个演练处置流程脉络清晰，

操作要求符合最新技术规范，

为输入性传染病应急处置提供

了参考，达到了预期演练的目

的。”刘莉华点评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输入

风险始终存在，常态化防控措

施要常抓不懈，各部门、各相关

单位要高度重视传染病防控联

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完善和专业

队伍的能力建设。”刘莉华表

示，下一步要加强组织领导，进

一步完善联防联控机制，协同

做好入境人员集中健康管理等

重点环节防控；要加强工作力

度，狠抓秋冬季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落实；要针对演练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改

进；加强全镇相关人员培训，确

保九江镇一旦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能够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严防疫情传播扩散。

据介绍，九江镇将继续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保持战时状态，

健全战时机制，毫不放松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奋力夺取全镇抗

疫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

强通讯员/陈国杰摄影报道）

日前，九江镇举行党员干部

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

要求全镇党员干部切实发挥

示范表率作用，带头做“两个

维护”的坚定践行者。

会上，九江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张厚祥传达了省、市、

区领导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教

育培训班精神。

九江镇党委书记徐永强

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

新要求为切入点，指出党员

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

不移把做到“两个维护”贯彻

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奋力

推进九江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

台阶，为佛山争当全省地级

市高质量发展领头羊、南海

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

革创新实验区贡献九江力

量。

“全镇党员干部要切实

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做

‘两个维护’的坚定践行者。”

徐永强表示，党员干部要把

“两个维护”体现在履职尽责

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上，

统筹镇重点工作的落实，全

力推进南海区城乡融合发展

先行区的建设。

徐永强强调，党员干部

要以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

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

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以

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更加扎实高效的工作作风，

努力推动九江高质量社会经

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会议还邀请了南海区纪

委常委、监委委员毛永袖作

廉政专题报告。他以“严守

廉洁底线，服务人民群众”为

题，以南海区典型案件为例

剖析了基层干部各种违纪违

法行为特点、成因和对策，强

调各级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

带头讲政治，自觉坚定践行

“两个维护”，并为基层干部

如何正确履职、善政担当提

供了指引。与会党员干部还

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镇党委扩大会议成员、挂

职领导、镇长助理、镇各行政

机构中层正职和副职、镇公有

资产管理办下属中层干部、镇

属各事业单位负责人、村（社

区）第一书记、全体“两委”干

部、镇属学校、幼儿园负责人

等共300多人参加了会议。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李炳龙摄影报道）10月

12日，九江开展摩电整治“大兵

团”作战行动，出动警力70多

人，查处摩电六类交通违法行为

151宗，暂扣102辆违法摩电。

为进一步提升摩电整治

效果，形成严抓严管严处的社

会氛围，坚决遏制摩电交通事

故多发势头，根据南海区交警

大队“大兵团”摩电交通安全

综合整治工作部署，九江交警

中队联动丹灶、西樵交警中

队，在九江大伸路口、信基广

场路口、新桥路口、麦当劳路

口、沙头青平路口等主干道开

展摩电整治行动。

当天上午9时40分，记者

在信基广场路口看到，路过的

不少电动车都已上牌，大多数

车主都有佩戴头盔。然而，仍

有部分车主抱着侥幸心理，未

佩戴安全头盔便驾车上路。现

场，一名车主驾驶摩托车经过

执勒点，并未佩戴安全头盔。

交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

她靠边停车。“为什么不佩戴头

盔？”面对交警的询问，该车主

说自己着急出门，所以忘记戴

头盔了。“就算赶时间，安全还

是要放在第一位。”交警当场对

她未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

行为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

驶证记2分的处罚。

在新桥路口，记者看到个

别车主驾驶无牌电动车经过，

且未佩戴头盔。“10月1日起，

未上牌的电动车禁止在佛山市

内通行。”交警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让一名车主靠边停车，对

他驾驶未上牌电动车上路且不

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进行教

育，并当场暂扣其车辆。

“驾驶未上牌电动车上路

罚款50元，不戴头盔罚款20

元；驾驶摩托车上路不佩戴头盔

罚款200元，记2分。”九江交警

中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

进一步加大摩电整治力度，希望

广大市民遵守交通规则，配合政

府部门做好摩电整治工作，营造

良好的交通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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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关志荣）10月12日，九

江召开2020年第四季度防范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工作会

议。会议通报了全镇今年1~9

月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情况，并

结合当前九江安全生产形势，

对下阶段安全工作进行部署。

今年以来，九江镇安全生

产、消防安全形势保持总体平

稳，但有所趋紧。今年年初，受

疫情影响，绝大部分企业推迟

复工复产。而随着疫情逐渐得

到控制，企业相继复工复产。

为抓好辖区安全生产工作，九

江镇应急办开展雷霆行动、4+

1+N综合执法等专项行动，以

严执法的态势倒逼企业主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据统计，自4

月8日开展雷霆行动专项行动

以来，全镇共出动检查执法人

员30734人次，检查各类企业

和各类场所68091家次，排查

隐 患 37597 项 ，整 改 隐 患

22468项，停产整顿212家，处

罚金额111.557万元。

九江镇党委委员、九江派

出所所长杜兆保表示，要加强

执法力度，对部分“小、散乱、

污”企业进行检查、封停等，起

到震慑作用，同时结合消防宣

传“五进”三年行动，利用“119”

消防宣传月的契机，让消防安

全意识深入人心。

九江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罗伟海表示，临近岁末年初是

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时期，尤

其是今年受疫情影响，企业赶

工期、抢任务意愿强烈，容易出

现违法生产行为，各部门、各村

（居）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部

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等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同时强

化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做到

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放

过任何隐患和问题。

罗伟海还表示，9月22

日至12月31日，全镇开展“奋

战一百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生

产攻坚行动，各部门、各村（居）

要按照上级的部署安排，打醒

十二分精神、进入防御备战状

态，做到领导24小时带班在岗

值守和业务骨干备勤，确保高

效快速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九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厚祥表示，在安全生产方面

一定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

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充

分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

要性、紧迫性，群策群力、常抓

不懈，全力维护良好的安全生

产环境。

“要将‘防’‘常’‘严’‘实’这

‘四字经’落实到位，各部门、各

村居要做好防范工作，加强日

常巡查、检查，同时以严执法的

态势做好安全工作。”张厚祥表

示，各部门、各单位要扛起责

任，严格履职，严格执法，严格

督考，严格保障，切实细化目标

任务，建立工作清单，以“防范

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的责

任感、紧迫感，抓严抓紧抓实安

全生产工作，将安全生产工作

抓到位、抓到底，全方位提升工

作水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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