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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
“四防”
工作
防疫复工两手抓

谭艳玲、麦满良率队慰问市、区相关单位支援里水的一线抗疫人员

3月20日，
里水镇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会议，
通报了里水疫情防控与企
业复工复产情况。里水镇党委书记
谭艳玲部署了下阶段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将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作为当
前最重要的中心工作来抓，
尽快恢复
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秩序。
谭艳玲表示，疫情防控与复工
复产是当前里水最重要的工作，各
部门、村居不能有厌战、松懈情绪，
要清晰认清当前局势和难度，继续
做好做细做实防控工作。
在疫情防疫方面，谭艳玲要求
要做好防输入、防扩散、防聚集、防
不知的四防工作。当前从疫情发生
地返回里水人数逐渐增多，里水作
为经济贸易发达的制造业重镇，要
做好人员回流的防控工作，督促村
居做好辖区回流人员的摸查、报备
和计划。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
在复工复产方面，谭艳玲要求
各部门要主动做好服务工作，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树立发展信心，
利用经济促进局、里水总商会等沟
通平台引导企业解决好资金短缺、
防疫物资紧缺的问题，加快落实复
工复产相关政策措施，推进各大重
点项目落地，尽快恢复社会经济和
生产生活秩序。
文/见习记者 陈志健

送上亲切慰问 感谢辛勤付出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
陈志健 特约通讯员 邓宝欣
摄影报道）连日来，
里水镇党
委书记谭艳玲、镇长麦满良
分别慰问了市、区相关单位
支援里水疫情防控工作的人
员，感谢他们对疫情防控工
作的支持和帮助。
3 月 17 日，谭艳玲到金
旗峰社区慰问支援里水疫情
防控工作的区直单位党员干
■里水镇党委书记谭艳玲（前排左六）慰问区直部门支援里水的一线抗疫人员。
部。慰问座谈会上，金旗峰
社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溢威介
基层防控能力。
会上，麦满良介绍了里水的
希望大家一起同舟共济，继
绍，金旗峰常住人口近 6 万
谭艳玲表示，区直单位
疫情防控工作。在广大干
续做好防止疫情输入和企业
人，社区出入闸口 50 多个，
党员干部到金旗峰社区后不
部、
群众、
村居、
企业的共同
服务工作，促进经济平稳有
防控压力较大。而区直单位
辞劳苦，
深入一线战疫，
正因
努力下，里水的防疫工作经
序发展。
党员干部的到来为金旗峰社
为有大家的努力，
社区防疫
历了有效防控、
企业有序复
此前，为了加强镇街一
区的防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
工作及基层治理才取得如此
工、成果巩固等几个阶段，
防
线的抗疫力量，佛山市审计
的支持和帮助。在 40 多天
好的效果。
控形势总体向好。尤其是企
局、统计局、科学技术协会和
的支援工作中，区直单位党
3月16日，
麦满良率队对
业复工复产方面，在市审计
南海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
员干部与社区工作人员积极
佛山市审计局支援里水的一
局支援人员的细心指导下， 区住建水利局、区科技局、区
督促各小区部署做好防疫工
线抗疫人员进行慰问，
感谢他
全镇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等单
作，
深入一线走访排查，
在社
们对防疫工作的支持及对镇
麦满良表示，十分感谢
位的一大批机关党员干部主
区推出“抗疫小程序”，运用
内企业复工复产的细心指导。
市审计局支援抗疫人员对里
动请缨，
火速前往一线支援。
“线上填写+线下领取”的出
在河村社区的慰问座谈
水防疫工作的支持和付出，
目 前 共 有 313 名 来 自
入证办理模式，大大提升了

市、区两级的机关党员干部
在里水镇支援一线防疫工
作。他们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始终坚持冲锋在防
疫一线。他们巡查村居出入
口、为居家隔离人员测体温、
张贴宣传海报和横幅，为夯
实基层防疫工作作出贡献。
此外，
在复工复产中，
党
员干部们采取对症下药的方
式，
对不同的企业采取差异化
的扶持措施，
全方位帮助企业
继续做实做细防疫措施。

采取
“三统一”
措施
加快环卫设施建设

广佛里智慧慢城
引入世界 500 强企业

3 月 20 日，南海区政府

里水将落实
“四个抓”
，
全方位推动经济发展

召开 2020 年第一次全体会
议，深入分析 1~2 月全区经
济运行情况，对当前及今后

》抓项目，
促落地
龙头投 7 亿增资扩产
推动两大产业升级

一段时期全区各项重点工作
进行部署。在南海各镇汇报
环节，里水镇镇长麦满良汇
报了 1~2 月的经济情况、复
工复产情况以及今后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计划。
麦满良介绍，1~2 月，里
水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疫
情影响，经济秩序正加快恢
复。截至 3 月 17 日，里水镇
复工复产企业共 4452 家，累
计复工人员 11.2 万人。其中
规上企业、限上商贸流通企
业、物流园以及限上住宿、餐
饮单位复工率均达到 100%。
麦满良提出，下一步里
水将通过“四个抓”全方位推
动经济发展。包括抓复工，
提
产能；抓项目，促落地；抓投
资，
强拉动；
抓消费，
提信心。

3 月 17 日至 18 日，南
海区人民政府网公布了里
水两地块交易信息，里水
智能装备、智能家居两大
产业的龙头企业——德展
钣金、和邦盛世分别中标
两块集体工业用地，将分
别打造汽车零部件及 5G
通讯设备生产基地和智能
家居产业研发生产制造基
地，投资总额达 7 亿元，实
现增资扩产。
3 月 17 日，佛山市南
海德展钣金公司中标位于
里水镇和桂工业园 B 区内
的 2.6 公顷集体工业用地，
计划投入2 亿元，
拟建设大

一图读懂
里水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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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现代化生产车间以及多
层标准厂房，通过与丰田、
本田以及华为等龙头公司
合作，
引进先进自动化生产
设备，
打造成为华南先进的
汽车零部件及 5G 通讯设
备生产基地和企业总部。
3月18日，
和邦盛世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位于广
东新材料产业基地（绿色建
筑科技产业园）的 3.484 公
顷集体工业用地，
将投资 5
亿元打造智能家居总部，
拟
建成一个集环保创意科技于
一体的智能家居产业研发生
产制造基地，
项目建成投产
后年产值达6亿元以上。

■广佛里智慧慢城效果图。

》抓投资，
强拉动
广佛里智慧慢城引入世界 500 强企业
3 月 20 日，位于里水镇的佛
山市首批特色小镇之一——广佛
里智慧慢城举行全国招商线上发
布会，正式向外界发布了项目整
体发展规划，将促进南海及里水
的产业创新发展。
广佛里智慧慢城（以下简称
“项目”
）是佛山市政府重点打造
的首批市级特色小镇之一，以产

业与生态的融合发展为核心，推
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及创新发展，
将形成
“生产”
“生态”
“生活”
三生
融合，
“产业”
“文化”
“旅游”
和
“社
区”四位一体的特色小镇发展格
局。
目前，项目已率先引入爱尔
集（LG）电子、施耐德电气两大世
界500强企业。

文/见习记者 欧林菊 通讯员 陈淑仪 朱嘉泳

他们冲在抗疫一线
诠释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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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里水镇召开乡村振
兴、
垃圾革命工作推进会议。会议分
为实地考察和室内会议两部分。里
水镇总工会主席符灿亨、
镇市政办主
任周炳雄、副主任李伟滔出席会议，
镇城管委办公室、
里水城管分局相关
负责人及全镇各村（居）委会党组织
书记和分管市政工作干部等参与。
会前，各参会人员乘坐大巴在
官和路和里官路进行了实地考察，
对
比两个路段的垃圾收集容器放置情
况。在官和路，
经过市政办环卫股、
城管局及附近各村居的整治，
沿路各
商铺的垃圾桶均做到了不外置不外
露，
市容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而在
里官路，
仍存在部分商户把垃圾桶随
意放置在路边，
需加紧整治。
参会人员还来到和顺大道加油
站旁，
参观了环卫工具房。
会上，周炳雄传达了今年里水
镇乡村振兴战略的最新要求，并对
今年各村居围绕
“垃圾革命”
必须完
成的环卫设施改造建设工作任务等
进行安排部署。随后，李伟滔对村
级垃圾中转站以及环卫工具房建设
标准、
流程等工作指引进行了解读。
符灿亨要求，各村居要统一思
想，
重视环卫设施的升级改造，
加快
推进建设。而镇市政办也将采取
“三统一”
措施，
即统一设计、统一监
理、统一施工，加强统筹组织力度，
加快全镇各村居垃圾中转站、环卫
工具房及果皮箱设置等改造、建设
各流程环节，快速、高效、优质完成
改造提升任务。
文/特约通讯员 邓宝欣
通讯员 杨敏红

儿童接种疫苗
要先微信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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