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里水镇领导

带领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开

展一系列烟花爆竹安全监

督联合检查。

3月29日，里水镇党

委委员李细佳带队到新天

地广场、和顺铜锣湾广场

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监督联

合检查。“禁止销售烟花爆

竹，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在新天地广场的香烛店，

李细佳一再叮嘱店主不能

销售烟花爆竹，更不能抱

着侥幸心理私藏私卖。

在和顺铜锣湾广场，

检查组继续扩大搜查范

围。在搜查路上，检查组

在一辆货车上查获20余

箱烟花爆竹。执法人员对

车厢内烟花爆竹进行收

缴，并对店主处以批评教

育和罚款。

无独有偶，3月31日，

里水社区民警中队专业组

联同村治安队专业组根据

相关线索，开展长达1个

多小时的便衣巡查和蹲点

预伏。期间，一名男子鬼

鬼祟祟地来到一辆停靠路

边的白色货车旁，竟从后

尾箱拿出一盒盒烟花爆

竹。蹲守附近的专业组队

员迅速出动，成功将该名

非法储存售卖爆竹的男子

蔡某抓获，并在货车车箱

内搜出爆竹26箱。

经过民警的教育，蔡

某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

目前，警方已依法对蔡某

成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

罚，并依法没收货值约3

万多元的烟花爆竹。

今年清明祭扫工作较

往年更加强调禁燃鞭炮、

禁烧纸钱和禁止私自上山

拜祭，更加重视护林防火

和消防安全工作。李细佳

表示，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各相关部门要压实责任，

切实守好安全防线；加大

宣传力度，呼吁辖区群众

安全祭扫、文明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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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更“清明
里水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向市民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尚

杨柳依依，花木芳香，又是一年清明时。一束鲜花，一

个果篮，缅怀先人简单而庄重，更显时代文明新风。今年

里水镇多措并举，通过宣传引导、源头管控、加强检查、积

极号召，将防火和防疫“两手抓”，筑牢安全防线，向市民倡

导文明祭祀新风尚，让清明更“清明”。

为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保障祭扫活动有序开

展及山林防火安全，连日

来，区、镇相关领导开展

文明祭祀安全保障检查，

详细部署疫情防控和防

火安全工作。

4月2日上午，南海

区区长顾耀辉带队到里

水开展清明节前森林防

火暨祭扫疫情防控检查

工作。

顾耀辉一行先后来

到里水镇展旗岗和永安

园等地，检查清明期间防

疫防火工作。在展旗岗，

顾耀辉一行走访了周边

山林情况，认真查看消防

设施配备及人员巡防值

守情况。检查中，顾耀辉

强调，森林防火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稳定，当前

正处于森林火灾易发高

发期，不可掉以轻心，防

范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

全区节假日期间和谐稳

定。

在永安园，顾耀辉和

园内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详细了解清明节期间墓

区祭扫管理和防疫检查

措施落实等情况。他强

调，清明节期间，虽然相

比往年人流量略有下降，

但园区不能放松防疫防

火的力度，各个进入墓区

的卡口都要落实人员值

守，严格抓好扫码测温等

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

同时，相关部门要定时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

并督促整改落实。

4月3日，南海区委

常委郭家新带队到永乐

园开展清明节疫情防控

和祭扫安全工作检查，里

水镇党委委员李细佳陪

同检查。郭家新走访永

乐园园区，详细了解入园

流程、便民服务的同时，

仔细询问文明祭扫、山林

防火等方面的工作措施。

从现场可见，墓园内

悬挂有不少宣传横幅，各

出入口也放置了有关戴

口罩、出示粤康码、禁燃

鞭炮等提示牌。郭家新

对墓园内氛围布置和提

示设置表示肯定。

郭家新表示，永乐

园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与清明节群众祭扫工

作；做好与交警、公安、

消防等相关部门的协调

联动工作，高度重视“平

安清明”保障工作；加强

安全宣传，积极引导群

众文明祭扫，倡导绿色

祭祀，确保清明节期间

祭扫活动安全平稳进

行。

4月4日，里水镇党

委书记谭艳玲、镇长麦满

良、党委委员李细佳、副

镇长邓剑波带队检查墓

园管理情况。谭艳玲表

示，要切实做好祭扫活动

的保障与服务工作，毫不

松懈抓疫情防控，严格落

实佩戴口罩、体温检测、

粤康码核验等疫情防控

措施。增强风险意识和

责任意识，严格落实森林

防火工作，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月5日，里水镇副

镇长杜柏盛带领督查组

到各山林防火卡口巡查，

要求各村（社区）要再接

再厉，克服麻木厌倦的思

想，提高政治站位，落实

主体责任，加强人员值

班、巡查，劝导市民文明

祭扫、绿色祭扫，全力以

赴做好清明期间的护林

防火工作。同时，因近期

天气持续干燥，要做好林

边的喷淋降燥，减缓森林

防火压力，切实保障山林

的安全。

清明节已到，如何在

满足市民缅怀故人情感需

要的同时，巩固来之不易

的疫情防控成果，并推进

精神文明建设，倡导移风

易俗？

4月2日，由南海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南海

区委宣传部、南海区文明

办联合珠江时报开展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之“文

明祭扫过清明，移风易俗

倡新风”市民议事厅活动

在里水镇赤山村举行，旨

在通过活动提倡文明祭

扫，引导市民共度文明、理

性、绿色、安全的清明节，

让清明更“清明”。

活动中，里水镇公共

服务办副主任罗志权，赤

山村党委委员、村委委员

谢恩绍，赤山村村民李凤

群等镇、村代表畅所欲言，

与村民互动交流。“先预

约、再领券、戴口罩、粤康

码。”罗志权呼吁市民遵守

墓园的工作安排和疫情防

控要求，尽量错峰出行拜

祭。市民在入园祭扫前要

提前准备好粤康码、祭扫

通行券、佩戴一次性外科

口罩，携带免洗洗手液等

防护物品。他还强调，清

明祭扫一律禁燃鞭炮、禁

烧纸钱等。

谢恩绍表示，赤山村

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

作则，积极向亲朋好友和身

边群众宣传文明祭祀方式，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规定，争

做健康文明、绿色低碳祭祀

之风的倡导者、传播者和践

行者。前期赤山村委会通

过微信群等多种渠道，跟村

民宣传文明祭祀的做法，大

家都积极配合。

这样的做法也得到了

李凤群的肯定，她说，清明

节是一个缅怀先烈先辈的

节日，祭奠先人的方式有

很多，不一定非要用过去

陈旧、迷信的方式表达，像

鲜花祭奠、网上拜祭等方

式就很好，非常文明。

今年，里水镇紧密围

绕上级关于清明祭扫、护

林防火和疫情防控的指

示精神和要求，以“文明

祭扫 平安清明”为目标，

全面落实清明祭扫和护

林防火工作。

清明假期，记者来到

里水永乐园走访，发现相

较于往年，今年墓园内空

气清新、环境宁静平和，

前往祭扫的市民错峰出

行、有序入园。原来，这

是园区全面实施绿色无

烟祭扫，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所取得的成效。

“您好，请问有预约

吗？”在永乐园其中一个

入口，执勤人员指引前往

祭扫的市民出示通行券

和粤康码。从现场可见，

墓园出入口共设置检测

体温入口2个、出口2个、

红外线自动测温枪 4

个。根据指示牌和执勤

人员的指引，市民安全、

有序、快捷地通行。

为保障市民能够平

安、有序、顺畅地进行现

场祭扫，里水镇在4月3

日至4月18日期间实施

殡葬服务机构预约祭

扫。“现场指引很清晰，提

前预约可以错峰出行，很

方便快捷。”市民叶小姐

认为，预约祭扫的方式值

得支持和提倡。截至4

月2日下午，预约4月3

日至5日到永乐园、永安

园祭扫的市民共53310

人次。

走在永乐园，记者发

现从入园道路、园区出入

口至园内，宣传氛围颇为

浓厚，宣传横幅和指示牌

随处可见。为加强“文明

祭扫 平安清明”的宣传

和舆论引导，永乐园、永

安园及各村（社区）悬挂

文明祭扫的宣传横幅

500条，制作提示牌和指

示牌近200个。

在园区出入口的烟

花爆竹检查点，执勤人员

正在检查市民携带的祭

扫用品，并反复强调清明

期间一律禁止携带鞭炮、

焚烧纸钱。对此，市民谭

小姐都十分支持和认可，

“我更倾向用鲜花拜祭，

因为烧纸钱和爆竹所产

生的浓烟很不环保。”谭

小姐当天只携带了鲜花、

供果、烧肉、糕点等物品

前往祭扫，流程简洁却不

失仪式感。

记者发现，在里水永

乐园出入口，设有鲜花兑

换点。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若市民被检查出携带

烟花爆竹，可前往此处兑

换白菊和黄菊，以引导市

民文明祭扫、绿色祭扫。

4月3日至5日，里

水镇共设置 43个执勤

点，派出公共服务办、应

急管理办、综合行政执法

办、公安、交警、治安等部

门约 1430 人次参与指

引、协调工作，确保清明

祭扫有序进行，并动员

20名党员志愿者到岗值

守，落实防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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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水市民戴好口罩，

手拿鲜花文明祭扫。

▲“文明祭扫过清明，移风易俗倡新风”市民议事厅活动在赤山村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