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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首批村居城市管理工作站揭牌

城管工作延伸至村居
从源头解决治理难题
珠江时报讯（记者/原诗杰 通讯
员/李燕丽）6 月 18 日，狮山镇山南
社区、莲子塘村、乐安社区分别举
行村居城市管理工作站揭牌仪
式。未来，这些工作站将充分发挥
信息源、
观察哨、
宣传站、
前沿岗、
服
务台等作用，把城市管理工作延伸
至村居。
当天，
在山南社区居委会，
南海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植
荣桢、狮山城市管理局局长吴维
宽等共同为山南城市管理工作站
揭牌。该工作站将通过整合社区
资源，从源头治理各类城市管理
难题。目前，该工作站配备 5 名工
作人员，主要负责日常巡查、黑点

驻 守 、临 时 摆 卖 点 管 理 、政 策 宣
传、应急安保等城市管理工作。
“城市管理工作下沉至村居，
能够推动村居管理规范化、制度
化、智慧化。”狮山镇山南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
关咏麟表示，早在 6 月初，已有 5
名城管队员到社区报到，在此期
间，他们积极发挥自身职能优势，
开展一系列城市治理工作，使得
山南社区的市容市貌、卫生环境
得到改善提升。
“ 作为城市管理工
作站站长，我会全力支持此项工
作，积极推动社区资源与城管资
源有效整合，期待山南社区的蝶
变。”关咏麟说。

“希望通过在村居设立城市管
理工作站，把执法力量向村居延
伸，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开
展。”吴维宽表示，在山南社区挂牌
狮山镇首个村居城市管理工作站，
拉开了城市管理向村居延伸并逐
渐实现全覆盖的序幕。当前，城市
管理考评明检工作覆盖全镇村居，
设立城市管理工作站，彰显了狮山
城管助力村居突破城市管理工作
难点、
黑点的决心与信心。
“城市管理精细化向村居延伸
是必然趋势，城市管理工作站的设
立就如一场及时雨。”植荣桢表示，
城市管理工作应像绣花一样精细，
希望工作站的全体工作人员积极

践行“守底线、强担当、提效能”精
神，
充分发挥
“城管蓝”
的专长，
扎根
村居，把城市管理工作做细做实做
好，
建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据悉，狮山镇首批村居城市管
理工作站试点有 4 个，分别设在山
南社区、莲子塘村、乐安社区、大浩
湖社区。6 月 19 日，大浩湖社区的
城市管理工作站也将揭牌。接下
来，狮山城市管理局将按照先行试
点、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逐步推广
的实施步骤，根据职能分工，切实
加强村居的城市管理工作，在打造
更多村居城管工作站的过程中，争
取走出一条符合狮山实际、具有狮
山特色的道路。

狮山镇举行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练

提升企业安全意识 增强联动应急能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林一峰 通讯
员/邓润安 摄影报道）6 月 15 日，狮
山镇 2020 年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
练在广东精迅里亚特种线材有限公
司举行，
通过模拟火灾场景，
考验部
门、村居、企业科学执行应急预案、
联动开展救援的能力。
演练模拟员工落水救援、火灾
疏散及救援等场景。在演练中，一
名员工模拟在冷却水池的有限空间
作业环境中，未正确佩戴防护用品
就直接到冷却水池中打捞物品，因
吸入池中积聚的有毒气体而导致昏
迷。公司发现后，迅速对该员工展
开应急救援，由穿戴防护服的救援
队员将该员工救出水池，并进行了
心肺复苏等急救。
事故发生的同时，由于冷却水
房发生意外情况紧急停用，导致正
在生产的铝杆结晶轮无法正常冷却
发生铝液泄漏，
遇水后发生爆炸，
高

■医护人员模拟应急救援场景。
温爆炸物通过破碎的窗户飞溅到室
外大棚，引燃大棚内临时摆放的绝
缘漆包装罐，
火势进一步发展，
凭公
司力量难以控制。公司应急小组负

责人迅速启动一级响应，请求狮山
镇大圃社会管理处、狮山镇应急部
门前来救援，并对公司员工进行了
紧急疏散。

接报后，狮山镇要求各联动单
位、专业应急队伍以最快的速度到
达现场，
按照《狮山镇安全生产事故
应急预案》展开救援，
佛山市消防支
队战勤保障大队队员对火灾进行扑
救，
各部门联动开展群众疏散、应急
保障、现场火情监测、宣传等工作，
共同应对火情。最终，火场明火被
完全扑灭，
安全、环保专家组及工作
人员还对现场进行了冷却、清理及
复查，
避免火场复燃，
确保无次生事
故发生的可能。
演练结束后，狮山镇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局长李展聪对演练情况
进行了点评。
“希望各部门能进一步
通力协作，不断加强完善应急管理
机制，助力提升狮山镇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能力。”李展聪表示，本次演
练程序规范合理，参演人员训练有
素，
各部门紧密配合，
为安全生产月
营造了良好的宣传氛围。

8 家企业社团向敬老院送爱心物资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雯 通讯员/
彭凯桃 高育红 摄影报道）
“尊老、爱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6
月 13 日上午，狮山 8 家企业社团联
合北园·职工家、狮山镇创思驿站为
小塘敬老院送去一批爱心物资。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为让敬老
院的长者们过上一个清凉、
舒适的夏
日，当天早上 11 时许，近 30 名志愿
者代表为小塘敬老院送去了爱心物
资。疫情防控期间，
小塘敬老院实行
全封闭式管理，
爱心物资交接仪式在
敬老院门口进行。
“天气炎热，
各位老人家的饮食
情况如何？”
“疫情期间，老人家的心

情怎样？”志愿者们向小塘敬老院院
长莫文芳了解院内老人健康、
饮食等
情况，
并叮嘱护理人员向各位老人转
达他们的关心。
“不只是疫情期间，
一直以来我们
很感谢爱心企业和志愿者对老人无微
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
莫文芳表示，
疫
情过后，
希望各位爱心人士能抽空到
敬老院陪伴一下老人家，
和他们聊聊
天，
他们就会感到很满足、
很开心。
送清凉活动结束后，北园·职工
家相关负责人召集企业社团代表，
就
疫情期间企业社团如何开展活动进
行答疑和衔接资源，
给企业社团进行
相关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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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万元
《佛山高新区高技术产业化创业团队专项引
导资金实施办法》于 6 月 18 日公布实施。根据《实
施办法》，对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顶尖水平的创业
项目，
资助 800 万元引导资金；
对国内先进水平、
省内顶尖水平的创业项目，
资助 500 万元引导资
金；对省内（区域内）先进水平的创业项目，资助

200 万元引导资金。

10000 平方米
狮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已对外开放，坐落
于狮山罗村文化中心，于 2019 年底建成，建筑面
积超过 10000 平方米，馆内功能非常齐全，馆
外的配套设施也相当丰富。目前，狮山镇已建
成“1 所，75 站，155 点”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阵
地，将高品质的精神大餐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
家门口。

8月1日
为缓解道路交通拥堵，优化交通组织，确保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
局交通警察大队决定从 2020 年 8 月１日零
时起，新增佛山西站片区部分道路限制货车通
行的交通管制措施。

800 平方米
近日，狮山镇官窑社会管理处组织查治、规
划、安监、消防、城管、公安、供电、供水等多个职能
部门共 150 人，
对镇内两家企业违规搭建的 4 处
共约 800 平方米违建物实施拆除。

20 吨
夏季炎热高温，
违规储存危险化学品，
容易引
发爆炸事故。近日，
狮山 4 家企业涉案，
共查处违
规储存危化品超过 20 吨。

88%
位于狮山镇兴业路南侧的佛山西站枢纽新
城环站西路公园已对外开放。公园充分对佛山
西站环站西路与罗穆路交界处的空闲地进行设
计建造，总面积 10600 平方米，建有玻璃亭一座，
绿化面积 9422 平方米，栽植了黄花风铃木、桃心
花木、四季桂等 26 种苗木，
绿地率达 88%。
■企业志愿者在敬老院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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